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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舀

    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2009年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9]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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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15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

本规定、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原位单剪法、

原位双剪法、推出法、筒压法、砂浆片剪切法、砂浆回弹法、点

荷法、烧结砖回弹法、强度推定。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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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适应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关

于砌筑砂浆强度等级评定标准的变化，对检测的砂浆强度推定方

法作了调整;

    6.进一步明确了各检测方法的特点、用途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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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砌体工程现场检测中，贯彻执行国家技术政策，做

到技术先进、数据准确、安全可靠，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砌体工程中砖砌体、砌筑砂浆和砌筑块体
的现场检测和强度推定。

1.0.3 砌体工程的现场检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检狈9单元 test unit

    每一楼层且总量不大于25。时的材料品种和设计强度等级均

相同的砌体。

2.1.2 测区 test zone

    在一个检测单元内，随机布置的一个或若干个检测区域。

2.1.3 测点 test point

    在一个测区内，按检测方法的要求，随机布置的一个或若干

个检测点。

2.1.4 原位轴压法 the method of axial compression in Situ
    采用原位压力机在墙体上进行抗压测试，检测砌体抗压强度

的方法。

2.1.5 扁式液压顶法 the method of flat jack in situ
    采用扁式液压千斤顶在墙体上进行抗压测试，检测砌体的受

压应力、弹性模量、抗压强度的方法，简称扁顶法。

2.1.6 切制抗压试件法 the method of test on specimen cut
from wall

    从墙体上切割、取出外形几何尺寸为标准抗压砌体试件，运

至试验室进行抗压测试的方法。

2.1.7 原位砌体通缝单剪法 the method of shear along one
horizontal mortar joint in situ

    在墙体上沿单个水平灰缝进行抗剪测试，检测砌体抗剪强度

的方法，简称原位单剪法。

2.1.8 原位双剪法 the method of shear along two horizontal

mortar Jolnt In sltu



    采用原位剪切仪在墙体上对单块或双块顺砖进行双面抗剪测

试，检测砌体抗剪强度的方法。

2.1.9 推出法 the method of push out
    采用推出仪从墙体上水平推出单块丁砖，测得水平推力及推

出砖下的砂浆饱满度，以此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0 筒压法 the method of compression in。ylinder

    将取样砂浆破碎、烘干并筛分成符合一定级配要求的颗粒，

装人承压筒并施加筒压荷载，检测其破损程度 (筒压比)，根据

筒压比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1 砂浆片剪切法 the method of Shear on mortar flake

    采用砂浆测强仪检测砂浆片的抗剪强度，以此推定砌筑砂浆

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2 砂浆回弹法 the method of mortar rebound

    采用砂浆回弹仪检测墙体、柱中砂浆表面的硬度，根据回弹

值和碳化深度推定其强度的方法。

2.1.13 点荷法 the method of point load

    在砂浆片的大面上施加点荷载，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

方法。

2.1.14 砂浆片局压法 the method of local compression on
mortar flake

    采用局压仪对砂浆片试件进行局部抗压测试，根据局部抗压

荷载值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5 烧结砖回弹法 the method of fired brick rebound

    采用专用回弹仪检测烧结普通砖或烧结多孔砖表面的硬度，

根据回弹值推定其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6槽间砌体 masonry between two channels
    采用原位轴压法和扁顶法在砖墙上检测砌体的抗压强度时，

开凿的两个水平槽之间的砌体。

2.1.17 筒压比 七ylindrical compressive ratio
    采用筒压法检测砂浆强度时，砂浆试样经筒压测试并筛分



后，留在孔径smm筛以上的累计筛余量与该试样总量的比值，

简称筒压比。

2.2 符 号

2.2.1 几何参数

    A— 构件或试件的截面面积;

    占— 宽度;试件截面边长;

    h— 高度;试件截面高度;测点间的距离;

      2— 长度;

    d— 砂浆碳化深度;

    一 半径;点荷法的作用半径;

    t— 厚度;试件厚度;

    月— 砌体抗压试件的高度。

2.2.2 作用、效应与抗力、计算指标
    N一 实测破坏荷载值;

    fm— 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fv，m— 砌体抗剪强度平均值;

    一 砂浆片的抗剪强度;

    九— 砖的抗压强度值;

    儿—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值;

    几—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ao— 测点上部墙体的平均压应力。

2.2.3 系数

    乞— 原位轴压法、扁顶法测定砌体抗压强度的换算系数;

    易— 推出法的砖品种修正系数;

    典— 推出法的砂浆饱满度修正系数;

    氛— 点荷法的荷载作用半径修正系数;

    氏— 点荷法的试件厚度修正系数。
2.2.4 其他

    B— 水平灰缝的砂浆饱满度;



个一一，筒压法中的筒压比;
R— 砖或砂浆的回弹值;
nl— 同一测区的测点 (测位)数;

nZ— 同一检测单元的测区数。



3 基 本 规 定

3.1 适 用 条 件

3.1.1 对新建砌体工程，检验和评定砌筑砂浆或砖、砖砌体的

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砌
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9等的有关规定执行;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

本标准检测和推定砌筑砂浆或砖、砖砌体的强度:

    1 砂浆试块缺乏代表性或试块数量不足。

    2 对砖强度或砂浆试块的检验结果有怀疑或争议，需要确

定实际的砌体抗压、抗剪强度。

    3 发生工程事故或对施工质量有怀疑和争议，需要进一步

分析砖、砂浆和砌体的强度。

3.1.2 对既有砌体工程，在进行下列鉴定时，应按本标准检测和

推定砂浆强度、砖的强度或砌体的工作应力、弹性模量和强度:

    1 安全鉴定、危房鉴定及其他应急鉴定。

    2 抗震鉴定。

    3 大修前的可靠性鉴定。

    4 房屋改变用途、改建、加层或扩建前的专门鉴定。

3.1.3 各种检测方法的选用应按本标准第3.4节的规定执行。

3.2 检测程序及工作内容

3.2.1 现场检测工作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 (图3.2.1)。

3.2.2 调查阶段应包括下列工作内容:

    1 收集被检测工程的图纸、施工验收资料、砖与砂浆的品

种及有关原材料的测试资料。



接受委托

调 查

确定检测目的、内容和范围

制定检测方案

确定检测方法

设备、仪器标定

测 试

补充测试

计算、分析、推定

检测报告

                      图3.2.1现场检测程序

    2 现场调查工程的结构形式、环境条件、砌体质量及其存

在问题，对既有砌体工程，尚应调查使用期间的变更情况。

    3 工程建设时间。

    4 进一步明确检测原因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

    5 以往工程质量检测情况。

3.2.3 检测方案应根据调查结果和检测目的、内容和范围制定，

应选择一种或数种检测方法，必要时应征求委托方意见并认可。

对被检测工程应划分检测单元，并应确定测区和测点数。

3.2.4测试设备、仪器应按相应标准和产品说明书规定进行保

养和校准，必要时尚应按使用频率、检测对象的重要性适当增加

校准次数。

3.2.5 计算、分析和强度推定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或测试数

据不足时，应及时补充测试。



3.2.6检测工作完毕，应及时出具符合检测目的的检测报告。

3.2.7 现场测试结束时，砌体如因检测造成局部损伤，应及时

修补砌体局部损伤部位。修补后的砌体，应满足原构件承载能力

和正常使用的要求。

3.2.8 从事测试和强度推定的人员，应经专门培训合格后，再

参加测试和撰写报告。

3.2.9 现场检测工作，应采取确保人身安全和防止仪器损坏的

安全措施，并应采取避免或减小污染环境的措施。

3.2.10 现场检测和抽样检测，环境温度和试件 (试样)温度均

应高于0℃。

3.3 检测单元、测区和测点

3.3.1 当检测对象为整栋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时，应将其

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可以独立进行分析的结构单元，每一结构单

元应划分为若干个检测单元。

3.3.2 每一检测单元内，不宜少于6个测区，应将单个构件

(单片墙体、柱)作为一个测区。当一个检测单元不足6个构件

时，应将每个构件作为一个测区。

    采用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检测，当选择6

个测区确有困难时，可选取不少于3个测区测试，但宜结合其他

非破损检测方法综合进行强度推定。

3.3.3 每一测区应随机布置若干测点。各种检测方法的测点数，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原位单剪法、

筒压法，测点数不应少于1个。

原位双剪法、推出法，测点数不应少于3个。

砂浆片剪切法、砂浆回弹法、点荷法、砂浆片局压法、

2

3

烧结砖回弹法，测点数不应少于5个。

    注:回弹法的测位，相当于其他检测方法的测点。

3.3.4 对既有建筑物或应委托方要求仅对建筑物的部分或个别



部位检测时，测区和测点数可减少，但一个检测单元的测区数不

宜少于3个。

3.3.5 测点布置应能使测试结果全面、合理反映检测单元的施

工质量或其受力性能。

3.4 检测方法分类及其选用原则

3.4.1砌体工程的现场检测方法，可按对砌体结构的损伤程度，

分为下列几类:

    1 非破损检测方法，在检测过程中，对砌体结构的既有力

学性能没有影响。
    2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在检测过程中，对砌体结构的既有

力学性能有局部的、暂时的影响，但可修复。

3.4.2 砌体工程的现场检测方法，可按测试内容分为下列几类:

    1 检测砌体抗压强度可采用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

压试件法。

    2 检测砌体工作应力、弹性模量可采用扁顶法。

    3 检测砌体抗剪强度可采用原位单剪法、原位双剪法。

    4 检测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推出法、筒压法、砂浆片剪切

法、砂浆回弹法、点荷法、砂浆片局压法。

    5 检测砌筑块体抗压强度可采用烧结砖回弹法、取样法。

3.4.3 检测方法可按表3.4.3选择。

                        表3.4.3

序号}检钡。方法一 特点

检测方法

用 途 限制条件

原位轴
压法

  1.属原位检测，直
接在墙体上测试，检
测结果综合反映了材
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2.直观性、可比性
较强;

  3.设备较重;
  4.检测部位有较大

局部破损

  1.检测普通砖
和多孔砖砌体的
抗压强度;

  2.火灾、环境
侵蚀后的砌体剩
余抗压强度

  1.槽间砌体每
侧的墙体宽度不
应小于1.sm;测
点宜选在墙体长
度方向的中部;

  2. 限 用 于

24omm厚砖墙



续表3.4.3

序号 检测方法 特 点 用 途 限制条件

2 扁顶法

  1.属原位检测，直
接在墙体上测试，检
测结果综合反映了材
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2.直观性、可比性
较强;

  3.扁顶重复使用率
较低;

  4.砌体强度较高或
轴向变形较大时，难
以测出抗压强度;

  5.设备较轻;
  6.检测部位有较大

局部破损

  1.检测普通砖
和多孔砖砌体的
抗压强度;

  2.检测古建筑
和重要建筑的受
压工作应力;

  3.检测砌体弹
性模量;

  4.火灾、环境
侵蚀后的砌体剩
余抗压强度

  1.槽间砌体每
侧的墙体宽度不
应小于1.sm;测
点宜选在墙体长
度方向的中部;

  2.不适用于测
试墙体破坏荷载
大 于 400kN 的
墙体

3 切制抗压
试件法

  1.属取样检测，检
测结果综合反映了材
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2.试件尺寸与标准
抗压试件相同;直观
性、可比性较强;

  3.设备较重，现场
取样时有水污染;

  4.取样部位有较大
局部破损;需切割、
搬运试件;

  5.检测结果不需
换算

  1.检测普通砖
和多孔砖砌体的
抗压强度;

  2.火灾、环境
侵蚀后的砌体剩
余抗压强度

  取样部位每侧
的墙体宽度不应
小于1.sm，且应
为墙体长度方向
的中部或受力较
小处

4
原位单
剪法

  1.属原位检测，直
接在墙体上测试，检
测结果综合反映了材
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2.直观性强;
  3.检测部位有较大

局部破损

  检测各种砖砌
体的抗剪强度

  测点选在窗下
墙部位，且承受
反作用力的墙体
应有足够长度

5 原位双剪法

  1.属原位检测，直
接在墙体上测试，检
测结果综合反映了材
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2.直观性较强;
  3.设备较轻便;
  4.检测部位局部

破损

  检测烧结普通
砖和烧结多孔砖
砌体的抗剪强度

1O



续表3.4.3

序号 检测方法 特 点 用 途 限制条件

6 推出法

7 筒压法

  1.属取样检测;
  2.仅需利用一般混

凝土试验室 的常用
设备;

  3.取样部位局部
损伤

  检测烧结普通
砖和烧结多孔砖
墙体 中 的砂 浆
强度

8
砂浆片
剪切法

  1.属取样检测;
  2.专用的砂浆测强

仪及其标定仪，较为
轻便;

  3.测试 工 作较
简便;

  4.取样部位局部
损伤

  检测烧结普通
砖和烧结多孔砖
墙体 中 的 砂浆
强度

9
砂浆回

  弹法

  1.属原位无损检
测，测 区选择 不受
限制;

  2.回弹仪有定型产
品，性能较稳定，操
作简便;

  3.检测部位的装修
面层仅局部损伤

  1.检测烧结普
通砖和烧结多孔
砖墙体中的砂浆
强度;

  2.主要用于砂
浆强 度 均 质 性
检查

  1.不适用于砂
浆 强 度 小 于

ZMFa的墙体;
  2.水平灰缝表

面粗糙且难以磨
平时，不得采用

10 点荷法

  1.属取样检测;
  2.测 试 工 作 较

简便;

  3.取样部位局部
损伤

  检测烧结普通
砖和烧结多孔砖
墙体 中的砂 浆
强度

  不适用于砂浆
强度小于 ZMPa
的墙体

11



续表3.4.3

序号 检测方法 特 点 用 途 限制条件

ll 砂浆片
局压法

  1.属取样检测;
  2.局压仪有定型产

品，性能较稳定，操
作简便;

  3.取样部位局部
损伤

  检测烧结普通
砖和烧结多孔砖
墙体 中 的砂 浆
强度

  适用范围限于:
  1.水泥石灰砂

浆 强 度:IMPa
~10MPa;

  2.水泥砂浆强
度:IMpa 一
20MFa

l2
烧结砖
回弹法

  1.属原位无 损检
测，测 区选 择不受
限制;

  2.回弹仪有定型产
品，性能较稳定，操
作简便;

  3.检测部位的装修
面层仅局部损伤

  检测烧结普通
砖和烧结多孔砖
墙体中的砖强度

适用范围限于:
6MPa一30入IPa

3.4.4选用检测方法和在墙体上选定测点，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原位单剪法外，测点不应位于门窗洞口处。

    2 所有方法的测点不应位于补砌的临时施工洞口附近。

    3 应力集中部位的墙体以及墙梁的墙体计算高度范围内，
不应选用有较大局部破损的检测方法。

    4 砖柱和宽度小于3.6m的承重墙，不应选用有较大局部

破损的检测方法。

3.4.5 现场检测或取样检测时，砌筑砂浆的龄期不应低于28d。

3.4.6 检测砌筑砂浆强度时，取样砂浆试件或原位检测的水平
灰缝应处于干燥状态。

3.4.7 各类砖的取样检测，每一检测单元不应少于一组;应按

相应的产品标准，进行砖的抗压强度试验和强度等级评定。

3.4.8 采用砂浆片局压法取样检测砌筑砂浆强度时，检测单元、

测区的确定，以及强度推定，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测试

设备、测试步骤、数据分析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择压法检测砌筑

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4 的有关规定执行。



4。1

原位轴压法

  一 般 规 定

4.1.1原位轴压法 (图4.1.1)适用于推定240mm厚普通砖砌

体或多孔砖砌体的抗压强度。

，一一八一， 一
巨口二口
} I

巨口巨二
} }
巨二汇二一
-一 八一

      图4.1.1 原位轴压法测试装置

1一手动油泵;2一压力表;3一高压油管;4一扁式

千斤顶;5一钢拉杆 (共4根);6一反力板;7一螺

母;8一槽间砌体;9一砂垫层;月一槽间砌体高度

4.1.2 测试部位应具有代表性，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测试部位宜选在墙体中部距楼、地面lm左右的高度处;

槽间砌体每侧的墙体宽度不应小于1.sm。
    2 同一墙体上，测点不宜多于1个，且宜选在沿墙体长度

的中间部位;多于1个时，其水平净距不得小于2.Om。



3 测试部位不得选在挑梁下、应力集中部位以及墙梁的墙

体计算高度范围内。

4.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4.2.1 原位压力机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2.1的要求。

表4.2.1 原位压力机主要技术指标

指 标

450型 600型 800型

额定压力 (kN) 400 550 750

极限压力 (kN) 450 600 800

额定行程 (Inm ) l5 15 15

极限行程 (Tlun ) 20 20 20

示值相对误差 (%) 士3 士3 士3

4.2.2 原位压力机的力值，应每半年校验一次。

4.3 测 试 步 骤

4.3.1在测点上开凿水平槽孔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上、下水平槽的尺寸应符合表4.3.1的要求。

表4.3.1 水平槽尺寸

名 称

上水平槽

下水平槽

长度(mm) 1 厚度(mm) 高度(mm )

  70

多110

    2 上、下水平槽孔应对齐。普通砖砌体，槽间砌体高度应

为7皮砖;多孔砖砌体，槽间砌体高度应为5皮砖。

    3 开槽时，应避免扰动四周的砌体;槽间砌体的承压面应

修平整。

4.3.2 在槽孔间安放原位压力机 (图4.1.1) 时，应符合下列



要求:

      l 在上槽内的下表面和扁式千斤顶的顶面，应分别均匀铺

设湿细砂或石膏等材料的垫层，垫层厚度可取10mm。

    2 应将反力板置于上槽孔，扁式千斤顶置于下槽孔，应安

放四根钢拉杆，并应使两个承压板上下对齐后，应沿对角两两均

匀拧紧螺母并调整其平行度;四根钢拉杆的上下螺母间的净距误

差不应大于Zmm。

    3 正式测试前，应进行试加荷载测试，试加荷载值可取预

估破坏荷载的10%。应检查测试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以及

上下压板和砌体受压面接触是否均匀密实。经试加荷载，测试系

统正常后应卸荷，并应开始正式测试。

4.3.3 正式测试时，应分级加荷。每级荷载可取预估破坏荷载
的10%，并应在lmin一1.smin内均匀加完，然后恒载Zmin。

加荷至预估破坏荷载的80%后，应按原定加荷速度连续加荷，

直至槽间砌体破坏。当槽间砌体裂缝急剧扩展和增多，油压表的

指针明显回退时，槽间砌体达到极限状态。

4.3.4 测试过程中，发现上下压板与砌体承压面因接触不良，

致使槽间砌体呈局部受压或偏心受压状态时，应停止测试，并应

调整测试装置，重新测试，无法调整时应更换测点。

4.3.5 测试过程中，应仔细观察槽间砌体初裂裂缝与裂缝开展

情况，并应记录逐级荷载下的油压表读数、测点位置、裂缝随荷

载变化情况简图等。

4.4 数 据 分 析

4.4.1 根据槽间砌体初裂和破坏时的油压表读数，应分别减去

油压表的初始读数，并应按原位压力机的校验结果，计算槽间砌

体的初裂荷载值和破坏荷载值。
4.4.2 槽间砌体的抗压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N.心
juJ=二二

            八 “

(4.4.2)



式中:fu。— 第 1个测区第j个测点槽间砌体的抗压强度
                (MPa);

      Nu。—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槽间砌体的受压破坏荷载
              值 (N);

      A。—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槽间砌体钓受压面积
              (mmZ)。

4.4.3 槽间砌体抗压强度换算为标准砌体的抗压强度，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4.4.3一1)

                  白ij=1·25+0.60几。 (4.4.3一2)

式中:几奋—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的标准砌体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白。— 原位轴压法的无量纲的强度换算系数;

      丙。— 该测点上部墙体的压应力 (MPa)，其值可按墙体
            实际所承受的荷载标准值计算。

4.4.4 测区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几 一洽鲁、 (4.4.4)

式中:几— 第1个测区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MPa);
      nl— 第1个测区的测点数。



5 扁  顶 法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扁顶法 (图5.1.1) 适用于推定普通砖砌体或多孔砖砌
体的受压弹性模量、抗压强度或墙体的受压工作应力。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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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测试受压弹性模量、抗压强度

          图5.1.1扁顶法测试装置与变形测点布置
1一变形测量脚标 (两对);2一扁式液压千斤顶;3一三通接头;4一压力表;

    5一溢流阀;6一手动油泵;月一槽间砌体高度;h一脚标之间的距离

17



5.1.2 测试部位应按本标准第4.1.2条的规定执行。

5.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5.2.1 扁顶应由 lmm厚合金钢板焊接而成，总厚度宜为

smm一7mm，大面尺寸分别宜为 250mm X 250mm、25Omm只

380mm、38Ornrn X 380mm 和 380mm X 50Omm。25Omm X

25Omm和 250mm X 38Omm 的扁顶可用于 24Omm厚墙体，

38Omm X 38Omm和 38Omm X 500mm扁顶可用于 37Omm厚

墙体。

5.2.2 扁顶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5.2.2的要求。

                    表5.2.2 扁顶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额定压力 (kN) 400

极限压力 (kN) 480

额定行程 (mm ) l0

极限行程 (rTun ) l5

示值相对误差 (%) 士3

5.2.3 每次使用前，应校验扁顶的力值。

5。2.4 手持式应变仪和千分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2.4的要求。

          表5.2.4 手持式应变仪和千分表的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行程 (Ynln ) 1~3

分辨率 (Inm ) 0.001

5.3 测 试 步 骤

5.3.1

      l

测试墙体的受压工作应力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选定的墙体上，应标出水平槽的位置，并应牢固粘贴



两对变形测量的脚标[图5.1.1(a)]。脚标应位于水平槽正中并

跨越该槽;普通砖砌体脚标之间的距离应相隔4条水平灰缝，宜

取25omm;多孔砖砌体脚标之间的距离应相隔3条水平灰缝，

宜取27omm一300mm。

    2 使用手持应变仪或千分表在脚标上测量砌体变形的初读

数时，应测量3次，并应取其平均值。

    3 在标出水平槽位置处，应剔除水平灰缝内的砂浆。水平

槽的尺寸应略大于扁顶尺寸。开凿时不应损伤测点部位的墙体及

变形测量脚标。槽的四周应清理平整，并应除去灰渣。

    4 使用手持式应变仪或千分表在脚标上测量开槽后的砌体

变形值时，应待读数稳定后再进行下一步测试工作。

    5 在槽内安装扁顶，扁顶上下两面宜垫尺寸相同的钢垫板，

并应连接测试设备的油路 (图5.1.1)。

    6 正式测试前的试加荷载测试，应符合本标准第4.3.2条

第3款的规定。

    7 正式测试时，应分级加荷。每级荷载应为预估破坏荷载

值的5%，并应在1.smin一Zmin内均匀加完，恒载Zmin后应测

读变形值。当变形值接近开槽前的读数时，应适当减小加荷级

差，并应直至实测变形值达到开槽前的读数，然后卸荷。

5.3.2 实测墙体的砌体抗压强度或受压弹性模量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在完成墙体的受压工作应力测试后，应开凿第二条水平

槽，上下槽应互相平行、对齐。当选用250mm x 250mm扁顶
时，普通砖砌体两槽之间的距离应相隔7皮砖;多孔砖砌体两槽

之间的距离应相隔5皮砖。当选用250mm只380mm扁顶时，普

通砖砌体两槽之间的距离应相隔8皮砖;多孔砖砌体两槽之间的

距离应相隔6皮砖。遇有灰缝不规则或砂浆强度较高而难以凿槽

时，可在槽孔处取出1皮砖，安装扁顶时应采用钢制楔形垫块调

整其间隙。

    2 应按本标准第 5.3.1条第 5款的规定在上下槽内安装



扁顶。

      3

      4

      5

试加荷载，应符合本标准第4.3.2条第3款的规定。

正式测试时，加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4.3.3条的规定。

当槽间砌体上部压应力小于0.ZMPa时，应加设反力平

衡架后再进行测试。当槽间砌体上部压应力不小于。.ZMPa时，

也宜加设反力平衡架后再进行测试。反力平衡架可由两块反力板

和四根钢拉杆组成。

5.3.3 当测试砌体受压弹性模量时，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在槽间砌体两侧各粘贴一对变形测量脚标[图5.1.1

(b)]，脚标应位于槽间砌体的中部。普通砖砌体脚标之间的距

离应相隔4条水平灰缝，宜取250mm;多孔砖砌体脚标之间的

距离应相隔3条水平灰缝，宜取270mm一30Omm。测试前应记

录标距值，并应精确至。.lmm。

    2 正式测试前，应反复施加10%的预估破坏荷载，其次数

不宜少于3次。

    3 测试时，加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4.3.3条的要求，并

应测记逐级荷载下的变形值。

    4 累计加荷的应力上限不宜大于槽间砌体极限抗压强度

的50%。

5.3.4 当仅测定砌体抗压强度时，应同时开凿两条水平槽，并
应按本标准第5.3.2条的要求进行测试。

5.3.5 测试记录内容应包括描绘测点布置图、墙体砌筑方式、
扁顶位置、脚标位置、轴向变形值、逐级荷载下的油压表读数、

裂缝随荷载变化情况简图等。

5.4 数 据 分 析

5.4.1 数据分析时，应根据扁顶力值的校验结果，将油压表读

数换算为测试荷载值。

5.4.2 墙体的受压工作应力，应等于按本标准第5.3.1条规定

实测变形值达到开凿前的读数时所对应的应力值。



5.4.3 砌体在有侧向约束情况下的受压弹性模量，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So129的有关
规定计算;当换算为标准砌体的受压弹性模量时，计算结果应乘

以换算系数0.85。
5.4.4 槽间砌体的抗压强度，应按本标准式 (4 .4.2) 计算。

5.4.5 槽间砌体抗压强度换算为标准砌体的抗压强度，应按本
标准式 (4.4.3一1)和式 (4.4.3一2)计算。

5.4.6 测区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本标准式 (4.4.4)

计算。



6 切制抗压试件法

6.1 一 般 规 定

6.1.1切制抗压试件法适用于推定普通砖砌体和多孔砖砌体的

抗压强度。检测时，应使用电动切割机，在砖墙上切割两条竖

缝，竖缝间距可取37Omm或49Omm，应人工取出与标准砌体抗

压试件尺寸相同的试件，并应运至试验室，砌体抗压测试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的
有关规定执行。

6.1.2 在砖墙上选择切制试件的部位，应符合本标准第4.1.2

条的要求。

6.1.3 当宏观检查墙体的砌筑质量差或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低于

MZ.5(含MZ.5) 时，不宜选用切制抗压试件法。

6.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6.2.1切割墙体竖向通缝的切割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机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稳定性。

    2 切割机应操作灵活，并应固定和移动方便。

    3 切割机的锯切深度不应小于240mm。

    4 切割机上的电动机、导线及其连接的接点应具有良好的

防潮性能。

    5 切割机宜配备水冷却系统。

6.2.2 测试设备应选择适宜吨位的长柱压力试验机，其精度
(示值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2%。预估抗压试件的破坏荷载值，

应为压力试验机额定压力的20%一80%。



6.3 测 试 步 骤

6.3.1 选取切制试件的部位后，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本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的有关规定，确定试件高

度H和试件宽度b(图6.3.1)，并应标出切割线。在选择切割

线时，宜选取竖向灰缝上、下对齐的部位。

                图6.3.1切制普通砖砌体抗压试件
                1一钻孔;2一切割线;月一试件高度;乙 试件宽度

6.3.2 应在拟切制试件上、下两端各钻2个孔，并应将拟切制

试件捆绑牢固，也可采用其他适宜的临时固定方法。

6.3.3 应将切割机的锯片 (锯条)对准切割线，并垂直于墙面，

然后应启动切割机，并应在砖墙上切出两条竖缝。切割过程中，

切割机不得偏转和移位，并应使锯片 (锯条)处于连续水冷却

状态。

6.3.4 应凿掉切制试件顶部一皮砖;应适当凿取试件底部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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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伸进撬棍，应将水平灰缝撬松动，然后应小心抬出试件。

6.3.5试件搬运过程中，应防止碰撞，并应采取减小振动的措

施。需要长距离运输试件时，宜用草绳等材料紧密捆绑试件。

6.3.6 试件运至试验室后，应将试件上下表面大致修理平整;

应在预先找平的钢垫板上坐浆，然后应将试件放在钢垫板上;试

件顶面应用1，3水泥砂浆找平。试件上、下表面的砂浆应在自

然养护3d后，再进行抗压测试。测量试件受压变形值时，应在

宽侧面上粘贴安装百分表的表座。

6.3.7 量测试件截面尺寸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

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的有关规定外，在量测

长边尺寸时，尚应除去长边两端残留的竖缝砂浆。

6.3.8切制试件的抗压试验步骤，应包括试件在试验机底板上

的对中方法、试件顶面找平方法、加荷制度、裂缝观察、初裂荷

载及破坏荷载等检测及测试事项，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

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的有关规定。

6.4 数 据 分 析

6.4.1 单个切制试件的抗压强度，应按本标准式 (4 .4.2)

计算。

6.4.2 测区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本标准式 (4.4.4)

计算。

6.4.3 计算结果表示被测墙体的实际抗压强度值，不应乘以强

度调整系数。



7 原位单剪法

7.1 一 般 规 定

7.1.1原位单剪法适用于推定砖砌体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

检测时，测试部位宜选在窗洞口或其他洞口下三皮砖范围内，试

件具体尺寸应符合图7.1.1的规定。
                  1 B l

3尘12

获冻厂一共型 450~500

              图7.1.1原位单剪试件大样

1一被测砌体;2一切口;3一受剪灰缝;4一现浇混凝土传力件;h一三皮

  砖的高度;B一洞口宽度;LI一剪切面长度;LZ一设备长度预留空间

7.1.2 试件的加工过程中，应避免扰动被测灰缝。

7.1.3 测试部位不应选在后砌窗下墙处，且其施工质量应具有

代表性。

7.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7.2.1 测试设备应包括螺旋千斤顶或卧式液压千斤顶、荷载传

感器及数字荷载表等。试件的预估破坏荷载值应为千斤顶、传感



器最大测量值的20%~80%。
7.2.2 检测前，应标定荷载传感器及数字荷载表，其示值相对

误差不应大于2%。

7.3 测 试 步 骤

7.3.1 在选定的墙体上，应采用振动较小的工具加工切口，现

浇钢筋混凝土传力件 (图 7.3.1)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15。

          图7.3.1 原位单剪法测试装置

1一被测砌体;2一切口;3一受剪灰缝;4一现浇混凝土传力件;

              5一垫板;6一传感器;7一千斤顶

7.3.2 测量被测灰缝的受剪面尺寸，应精确至lmm。

7.3.3 安装千斤顶及测试仪表，千斤顶的加力轴线与被测灰缝

顶面应对齐 (图7.3.1)。

7.3.4 加荷时应匀速施加水平荷载，并应控制试件在Zmin一

smin内破坏。当试件沿受剪面滑动、千斤顶开始卸荷时，应判

定试件达到破坏状态;应记录破坏荷载值，并应结束测试;应在

预定剪切面 (灰缝)破坏，测试有效。

7.3.5 加荷测试结束后，应翻转已破坏的试件，检查剪切面破

坏特征及砌体砌筑质量，并应详细记录。



7.4 数 据 分 析

7.4.1 数据分析时，应根据测试仪表的校验结果，进行荷载换

算，并应精确至10N。

7.4.2 砌体的沿通缝截面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7.4.2)

式中:凡—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的砌体沿通缝截面抗剪强度
              (MPa);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的抗剪破坏荷载 (N);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的受剪面积 (mm “)。

7.4.3 测区的砌体沿通缝截面抗剪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fvt一洽署fv.j (7.4.3)

式中:fvt— 第1个测区的砌体沿通缝截面抗剪强度平均值
              (MPa)。



8 原位双剪法

8.1 一 般 规 定

8.1.1原位双剪法 (图8.1.1)应包括原位单砖双剪法和原位双

砖双剪法。原位单砖双剪法适用于推定各类墙厚的烧结普通砖或

烧结多孔砖砌体的抗剪强度，原位双砖双剪法仅适用于推定

24Omm 厚墙的烧结普通砖或烧结多孔砖砌体的抗剪强度。检测时，

应将原位剪切仪的主机安放在墙体的槽孔内，并应以一块或两块

并列完整的顺砖及其上下两条水平灰缝作为一个测点 (试件)。

    图8.1.1原位双剪法测试示意

1一剪切试件;2一剪切仪主机;3一掏空的竖缝

8.1.2 原位双剪法宜选用释放或可忽略受剪面上部压应力ao作

用的测试方案;当上部压应力ao较大且可较准确计算时，也可

选用在上部压应力ao作用下的测试方案。

8.1.3 在测区内选择测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测区应随机布置n，个测点，对原位单砖双剪法，在墙体

两面的测点数量宜接近或相等。

    2 试件两个受剪面的水平灰缝厚度应为smm一12mm。



    3 下列部位不应布设测点:

      1) 门、窗洞口侧边12Omm范围内;

      2)后补的施工洞口和经修补的砌体;
      3) 独立砖柱。

    4 同一墙体的各测点之间，水平方向净距不应小于1.sm，

垂直方向净距不应小于。.sm，且不应在同一水平位置或纵向

位置。

8.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8.2.1 原位剪切仪的主机应为一个附有活动承压钢板的小型千

斤顶。其成套设备如图8.2.1所示。

                  图8.2.1成套原位剪切仪示意

              卜油泵;2一压力表;3一剪切仪主机;4一承压钢板

8.2.2 原位剪切仪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8.2.2的规定。

                  表 8.2.2 原位剪切仪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75型 150型

额定推力 (kN) 75 150

相对测量范围 (%) 20~ 80

额定行程 (mm) > 20

示值相对误差 (%) 士 3



8.3 测 试 步 骤

8.3.1 安放原位剪切仪主机的孔洞，应开在墙体边缘的远端或

中部。当采用带有上部压应力 ao作用的测试方案时，应按图

8.1.1所示制备出安放主机的孔洞，并应清除四周的灰缝。原位

单砖双剪试件的孔洞截面尺寸，普通砖砌体不得小于115mmx
65mm;多孔砖砌体不得小于115mmXllomm。原位双砖双剪试

件的孔洞截面尺寸，普通砖砌体不得小于240mmx65mm;多孔
砖砌体不得小于240mm X 110mm;应掏空、清除剪切试件另一

端的竖缝。

8.3.2 当采用释放试件上部压应力氏的测试方案时，尚应按图

8.3.2所示，掏空试件顶部两皮砖之上的一条水平灰缝，掏空范

围，应由剪切试件的两端向上按450角扩散至灰缝4，掏空长度

应大于62Omm，深度应大于24Omm。

                      图8.3.2 释放ao方案示意

        1一试样;2一剪切仪主机;3一掏空竖缝;4一掏空水平缝;5一垫块

8.3.3 试件两端的灰缝应清理干净。开凿清理过程中，严禁扰
动试件;发现被推砖块有明显缺棱掉角或上、下灰缝有松动现象

时，应舍去该试件。被推砖的承压面应平整，不平时应用扁砂轮

等工具磨平。

8.3.4 测试时，应将剪切仪主机放人开凿好的孔洞中 (图

8.3.2)，并应使仪器的承压板与试件的砖块顶面重合，仪器轴线



与砖块轴线应吻合。开凿孔洞过长时，在仪器尾部应另加垫块。

8.3.5操作剪切仪，应匀速施加水平荷载，并应直至试件和砌
体之间产生相对位移，试件达到破坏状态。加荷的全过程宜为

lmin一3min。

8.3.6 记录试件破坏时剪切仪测力计的最大读数，应精确至

0.1个分度值。采用无量纲指示仪表的剪切仪时，尚应按剪切仪

的校验结果换算成以N为单位的破坏荷载。

8.4 数 据 分 析

8.4.1 烧结普通砖砌体单砖双剪法和双砖双剪法试件沿通缝截

面的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v。_生丝型立一0.7oao。
一 Av。

(8.4.1)

式中:Av。—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单个灰缝受剪截面的面积
              (mmZ);

      ao。— 该测点上部墙体的压应力 (MPa)，当忽略上部

            压应力作用或释放上部压应力时，取为0。

8.4.2 烧结多孔砖砌体单砖双剪法和双砖双剪法试件沿通缝截

面的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vij_生翌丛一0.7oao。
一 A叻

(8.4.2)

式中:Avlj— 第1个测区第j个测点单个灰缝受剪截面的面积
              (mmZ);

      氏。— 该测点上部墙体的压应力 (MPa)， 当忽略上部
              压应力作用或释放上部压应力时，取为0。

8.4.3 测区的砌体沿通缝截面抗剪强度平均值，应按本标准式
(7.4.3)计算。



9 推  出 法

9.1 一 般 规 定

9. LI 推出法 (图9.1.1) 适用于推定 240mm厚烧结普通砖、

烧结多孔砖、蒸压灰砂砖或蒸压粉煤灰砖墙体中的砌筑砂浆强

度，所测砂浆的强度宜为IMPa一巧MPa。检测时，应将推出仪

安放在墙体的孔洞内。推出仪应由钢制部件、传感器、推出力峰

值测定仪等组成。

(a)平剖面 (b)纵剖面

                图9.1.1推出仪及测试安装示意

            1一被推出丁砖;2一支架;3一前梁;4一后梁;5一传感器;

          6一垫片;7一调平螺钉;8一加荷螺杆;9一推出力峰值测定仪

9.1.2 选择测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测点宜均匀布置在墙上，并应避开施工中的预留洞口。

    2 被推丁砖的承压面可采用砂轮磨平，并应清理干净。

    3 被推丁砖下的水平灰缝厚度应为smm一12mm。

    4 测试前，被推丁砖应编号，并应详细记录墙体的外观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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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9.2.1推出仪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9.2.1的要求。

                  表9.2.1推出仪的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 项目 指 标

额定推力 (kN) 30 {额定行程‘mm) 80

相对测量范围 (%) 20~80 一示值，目对误差‘%， 士3

9.2.2 力值显示仪器或仪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最小分辨值应为0.OskN，力值范围应为OkN一3OkN。

    2 应具有测力峰值保持功能。

    3 仪器读数显示应稳定，在 4h内的读数漂移应小

于0.OskN。

9.3 测 试 步 骤

9.3.1 取出被推丁砖上部的两块顺砖 (图9.3.1)，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应使用冲击钻在图

9.3.1所示A点打出约40mm

的孔洞。

    2 应使用锯条自A至B

点锯开灰缝。

    3 应将扁铲打人上一层

灰缝，并应取出两块顺砖。

    4 应使用锯条锯切被推

丁砖两侧的竖向灰缝，并应

直至下皮砖顶面。

图9.3.1 试件加工步骤示意

1一被推丁砖;2一被取出的

两块顺砖;3一掏空的竖缝

      5

9。3。2

开洞及清缝时，不得扰动被推丁砖。

安装推出仪 (图9.1.1)，应使用钢尺测量前梁两端与墙

面距离，误差应小于3mm。传感器的作用点，在水平方向应位



于被推丁砖中间;铅垂方向距被推丁砖下表面之上的距离，普通

砖应为15mm，多孔砖应为4Omm。

9.3.3 旋转加荷螺杆对试件施加荷载时，加荷速度宜控制在
skN/min。当被推丁砖和砌体之间发生相对位移时，应认定试件

达到破坏状态，并应记录推出力N。。

取下被推丁砖时，应使用百格网测试砂浆饱满度B。。

9.4 数 据 分 析

单个测区的推出力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从一易‘洽署Nlj (9.4.1)

Ni— 第 1个测区的推出力平均值 (kN)，精确

        至0.OlkN;

N。— 第1个测区第j块测试砖的推出力峰值 (kN);

热、— 砖品种的修正系数，对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砖，

      取 1.00，对蒸压灰砂砖或蒸压粉煤灰砖，

      取1.14。
测区的砂浆饱满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B‘一洽署“。 (9.4.2)

B‘— 第1个测区的砂浆饱满度平均值，以小数计;

Bij— 第1个测区第j块测试砖下的砂浆饱满度实测值，
      以小数计。

  当测区的砂浆饱满度平均值不小于0.65时，测区的砂浆

3.4

4.1

电

4.2

屯

4.3

9.

9.

式

9.

式

9.

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3。(爵)‘.‘9 (9.4.3一1)

熟，=0.45B萝+0.gOB‘ (9.4.3一2)



式中:介‘— 第1个测区的砂浆强度平均值 (MPa);

      氨— 推出法的砂浆强度饱满度修正系数，以小数计。

9.4.4 当测区的砂浆饱满度平均值小于0.65时，宜选用其他方
法推定砂浆强度。



10 筒  压 法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筒压法适用于推定烧结普通砖或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砌筑
砂浆的强度，不适用于推定高温、长期浸水、遭受火灾、环境侵

蚀等砌筑砂浆的强度。检测时，应从砖墙中抽取砂浆试样，并应

在试验室内进行筒压荷载测试，应测试筒压比，然后换算为砂浆

强度。

10.1.2 筒压法所测试的砂浆品种及其强度范围，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砂浆品种应包括中砂、细砂配制的水泥砂浆，特细砂配

制的水泥砂浆，中砂、细砂配制的水泥石灰混合砂浆，中砂、细

砂配制的水泥粉煤灰砂浆，石灰石质石粉砂与中砂、细砂混合配

制的水泥石灰混合砂浆和水泥砂浆。

2 砂浆强度范围应为2.SMPa一ZOMPa。

            10.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0.2.1 承压筒 (图10.2.1) 可用普通碳素钢或合金钢制作，
也可用测定轻骨料筒压强度的承压筒代替。

1目卫巡组资 _
1 已 侣 J

                                                                  . . 叫

且』
卜卫坠一斗三

(a) 承压筒剖面

            图 10

          (b) 承压盖剖面

承压筒构造



10.2.2 水泥跳桌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水泥胶砂流

动度测定方法》GB/T 2419的有关规定。

10.2.3 其他设备和仪器应包括50kN一10OkN压力试验机或万

能试验机;砂摇筛机;干燥箱;孔径为 smm、IOmm、15mrn

(或边长为4.75mm、9.smm、16mm)的标准砂石筛 (包括筛盖

和底盘);称量为10009、感量为0.19的托盘天平。

10.3 测 试 步 骤

10.3.1 在每一测区，应从距墙表面20mm以里的水平灰缝中

凿取砂浆约40009，砂浆片 (块)的最小厚度不得小于smm。各

个测区的砂浆样品应分别放置并编号，不得混淆。

10.3.2 使用手锤击碎样品时，应筛取smm一15mm的砂浆颗
粒约30009，应在105℃士5℃的温度下烘干至恒重，并应待冷却

至室温后备用。

10.3.3 每次应取烘干样品约 10009，应置于孔径 smm、

IOmm、15mm (或边长4. 75mm、9.smm、16mm)标准筛所组

成的套筛中，应机械摇筛Zmin或手工摇筛1.smin;应称取粒级

smm一IOmm (4.75mm一9.smm)和IOmm一15mm (9.smm一

16mm)的砂浆颗粒各2509，混合均匀后作为一个试样;应制备
三个试样。

10.3.4 每个试样应分两次装人承压筒。每次宜装1/2，应在水

泥跳桌上跳振5次。第二次装料并跳振后，应整平表面。

    无水泥跳桌时，可按砂、石紧密体积密度的测试方法颠击

密实。

10.3.5 将装试样的承压筒置于试验机上时，应再次检查承压筒

内的砂浆试样表面是否平整，稍有不平时，应整平;应盖上承压

盖，并应按0.skN/5一1.okN/5加荷速度或205一405内均匀加

荷至规定的筒压荷载值后，立即卸荷。不同品种砂浆的筒压荷载

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泥砂浆、石粉砂浆应为20kN。



    2 特细砂水泥砂浆应为10kN。

    3 水泥石灰混合砂浆、粉煤灰砂浆应为10kN。

10.3.6 施加荷载过程中，出现承压盖倾斜状况时，应立即停止
测试，并应检查承压盖是否受损 (变形)，以及承压筒内砂浆试

样表面是否平整。出现承压盖受损 (变形)情况时，应更换承压

盖，并应重新制备试样。

10.3.7 将施压后的试样倒人由孔径5(4.75)mm和10(9.5)

mm标准筛组成的套筛中时，应装人摇筛机摇筛Zmin或人工摇

筛1.smin，并应筛至每隔55的筛出量基本相符。

10.3.8 应称量各筛筛余试样的重量，并应精确至0.19，各筛

的分计筛余量和底盘剩余量的总和，与筛分前的试样重量相比，

相对差值不得超过试样重量的0.5%;当超过时，应重新进行

测试。

10.4 数 据 分 析

10.4.1 标准试样的筒压比，应按下式计算:

tl十tZ

tl十t:+t3
(10.4.1)

式中:仇— 第1个测区中第j个试样的筒压比，以小数计;

t:、tZ、t3— 分别为孔径5(4.75)mm、10(9.5)mm筛的分

            计筛余量和底盘中剩余量 (9)。
10.4.2 测区的砂浆筒压比，应按下式计算:

      1，
从二 万 以 1十 伽 十 和 少

                d

(10.4.2)

式中: 从— 第1个测区的砂浆筒压比平均值，以小数计，

              精确至0.01;
孕:、从:、孕3— 分别为第1个测区三个标准砂浆试样的筒压比。

10.4.3 测区的砂浆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水泥砂浆:

介、=34.58(，)2·。6 (10.4.3一1)



特细砂水泥砂浆:

            fz‘一21.36(，)3·。，
水泥石灰混合砂浆:

          fZ‘=6.10(从)+11.0(从)2·“
粉煤灰砂浆:

      儿‘=2·52一9·40(从)+32.80(从)“·“
石粉砂浆:

      儿‘=2·70一13.90(从)+44.90(从)“·“

(10.4.3一2)

(10.4.3一3)

(10.4.3一4)

(10.4.3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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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砂浆片剪切法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 砂浆片剪切法 (图n.1.1) 适用于推定烧结普通砖或

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的砌筑砂浆强度。检测时，应从砖墙中抽取砂

浆片试样，并应采用砂浆测强仪测试其抗剪强度，然后换算为砂

浆强度。

刃2

                  图n.1.1砂浆测强仪工作原理

                1一砂浆片;2一上刀片;3一下刀片;4一条钢块

n.1.2 从每个测点处，宜取出两个砂浆片，应一片用于检测、

一片备用。

11.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1.2.1 砂浆测强仪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n.2.1的要求。

表11.2.1砂浆测强仪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上下刀片刃口厚度 (Inm ) 1.8士0.02

上下刀片中心间距 (Inln ) 2.2土0.05



续表n.2.1

项 目 指 标

测试荷载N，范围 (N) 40~ 1400

示值相对误差 (%) 士 3

刀片行程
上刀片 (Inm ) > 30

下刀片 (mm) > 3

刀片刃口面平面度 (mm) 0.02

刀片刃口棱角线直线度 (mm) 0.02

刀片刃口棱角垂直度 (mm) 0.02

刀片刃口硬度 (HRC) 55~ 58

11.2.2 砂浆测强标定仪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n.2.2的

要求。

表 11.2.2 砂浆测强标定仪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标定荷载N、范围 (N) 40~ 1400

示值相对误差 (%) 士 1

Nb作用点偏离下刀片中心线距离 (mm) 士0.2

11.3 测 试 步 骤

n.3.1 制备砂浆片试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从测点处的单块砖大面上取下的原状砂浆大片，应编号，

并应分别放人密封袋内。

    2 一个测区的墙面尺寸宜为0.smXO.sm。同一个测区的

砂浆片，应加工成尺寸接近的片状体，大面、条面应均匀平整，

单个试件的各向尺寸，厚度应为7mm~巧mm，宽度应为
15mm一SOmm，长度应按净跨度不小于 22mm确定 (图

11.1.1)。

    3 试件加工完毕，应放人密封袋内。



n.3.2 砂浆试件含水率，应与砌体正常工作时的含水率基本一

致。试件呈冻结状态时，应缓慢升温解冻。

n.3.3 砂浆片试件的剪切测试，应符合下列程序:
    1 应调平砂浆测强仪，并应使水准泡居中;

    2 应将砂浆片试件置于砂浆测强仪内 (图n.1.1)，并应

用上刀片压紧;

    3 应开动砂浆测强仪，并应对试件匀速连续施加荷载，加

荷速度不宜大于10N/5，直至试件破坏。

n.3.4 试件未沿刀片刃口破坏时，此次测试应作废，应取备用
试件补测。

n.3.5 试件破坏后，应记读压力表指针读数，并应换算成剪切
荷载值。

11.3.6 用游标卡尺或最小刻度为0.smm的钢板尺量测试件破

坏截面尺寸时，应每个方向量测两次，并应分别取平均值。

n.4 数 据 分 析

n.4.1砂浆片试件的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二;_0.95攀
            八‘

(11.4.1)

式中:几— 第1个测区第j个砂浆片试件的抗剪强度 (MPa);

    Vtj— 试件的抗剪荷载值 (N);

    Aij— 试件破坏截面面积 (mmZ)。
n.4.2 测区的砂浆片抗剪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_ 1 又不

及 = 一 厂了双，
      nl不马

(11.4.2)

式中:

11。4。3

11.4。4

从— 第1个测区的砂浆片抗剪强度平均值 (MPa)。

  测区的砂浆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介‘=7.17毛 (11.4.3)

  当测区的砂浆抗剪强度低于0.3MPa时，应对本标准式



(n.4.3) 的计算结果乘以表n.4.4的修正系数。

                  表 n.4.4 低强砂浆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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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回弹法

  一 般 规 定

12

12.
12.1.1 砂浆回弹法适用于推定烧结普通砖或烧结多孔砖砌体中

砌筑砂浆的强度，不适用于推定高温、长期浸水、遭受火灾、环

境侵蚀等砌筑砂浆的强度。检测时，应用回弹仪测试砂浆表面硬

度，并应用浓度为1%一2%的酚酞酒精溶液测试砂浆碳化深度，

应以回弹值和碳化深度两项指标换算为砂浆强度。

12.1.2 检测前，应宏观检查砌筑砂浆质量，水平灰缝内部的砂

浆与其表面的砂浆质量应基本一致。

12.1.3 测位宜选在承重墙的可测面上，并应避开门窗洞口及预

埋件等附近的墙体。墙面上每个测位的面积宜大于0.3m2。

12.1.4 墙体水平灰缝砌筑不饱满或表面粗糙且无法磨平时，不

得采用砂浆回弹法检测砂浆强度。

12.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2.2.1 砂浆回弹仪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2.2.1的要

求，其示值系统宜为指针直读式。

表 12.2.1 砂浆回弹仪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项 目

      标称动能 (J)

    指针摩擦力 (N)

弹击杆端部球面半径 (mm)

    钢砧率定值 (R)

指 标

0.196

0.5十 0.

25士1.0

74士 2

12.2.2 砂浆回弹仪的检定和保养，应按国家现行有关回弹仪的

检定标准执行。



12.2.3 砂浆回弹仪在工程检测前后，均应在钢砧上进行率定

测试。

12.3 测 试 步 骤

12.3.1 测位处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处理:

    1 粉刷层、勾缝砂浆、污物等应清除干净。

    2 弹击点处的砂浆表面，应仔细打磨平整，并应除去浮灰。

    3 磨掉表面砂浆的深度应为smm一10mm，且不应小

于srnm。

12.3。2 每个测位内应均匀布置12个弹击点。选定弹击点应避
开砖的边缘、灰缝中的气孔或松动的砂浆。相邻两弹击点的间距

不应小于Zomm。
12.3.3 在每个弹击点上，应使用回弹仪连续弹击3次，第 1、

2次不应读数，应仅记读第3次回弹值，回弹值读数应估读至1。

测试过程中，回弹仪应始终处于水平状态，其轴线应垂直于砂浆

表面，且不得移位。

12.3.4 在每一测位内，应选择3处灰缝，并应采用工具在测区

表面打凿出直径约 10mm的孔洞，其深度应大于砌筑砂浆的碳

化深度，应清除孔洞中的粉末和碎屑，且不得用水擦洗，然后采

用浓度为1%一2%的酚酞酒精溶液滴在孔洞内壁边缘处，当已

碳化与未碳化界限清晰时，应采用碳化深度测定仪或游标卡尺测

量已碳化与未碳化砂浆交界面到灰缝表面的垂直距离。

12.4 数 据 分 析

12.4.1 从每个测位的12个回弹值中，应分别剔除最大值、最

小值，将余下的10个回弹值计算算术平均值，应以R表示，并

应精确至0.1。

12.4.2 每个测位的平均碳化深度，应取该测位各次测量值的算
术平均值，应以d表示，并应精确至0.smm。

12.4.3 第1个测区第j个测位的砂浆强度换算值，应根据该测



位的平均回弹值和平均碳化深度值，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d(1.Omm时:

                  儿ij=13.97又10--5R3·57 (12.4.3一1)
    1.omm<d<3.omm时:

                  几。=4.85义10“R3·04 (12.4.3一2)

    d)3.Omm时:

                  介ij=6.34 x 10一5R3·60 (12.4.3一3)

式中:几。— 第1个测区第j个测位的砂浆强度值 (MPa);
        d— 第1个测区第j个测位的平均碳化深度 (mm );

      R— 第1个测区第j个测位的平均回弹值。
12.4.4 测区的砂浆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1么 ，
Jzi一石自了2“ (12.4.4)



13 点  荷 法

13.1 一 般 规 定

13.1.1点荷法适用于推定烧结普通砖或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的砌

筑砂浆强度。检测时，应从砖墙中抽取砂浆片试样，并应采用试

验机或专用仪器测试其点荷载值，然后换算为砂浆强度。

13.1.2 从每个测点处，宜取出两个砂浆大片，应一片用于检

测、一片备用。

13.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3.2.1测试设备应采用额定压力较小的压力试验机，最小读数

盘宜为50kN以内。

13.2.2 压力试验机的加荷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质加荷头应为内角为600的圆锥体，锥底直径应为

4omm ，锥体高度应为30mm;锥

体的头部应为半径为smm的截球

体，锥球高度应为 3mm (图
13.2.2);其他尺寸可自定。加荷

头应为2个。

    2 加荷头与试验机的连接方

纂:警馨霆纂荐鸳器暑垫纂绎雾图13一力口荷头端部尺寸示”
一个整体附件。

13.2.3 在符合本标准第13.2.2条要求的前提下，也可采用其

他专用加荷附件或专用仪器。



13.3 测 试 步 骤

13.3.1 制备试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从每个测点处剥离出砂浆大片。

    2 加工或选取的砂浆试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厚度为smm一12mm;

      2) 预估荷载作用半径为巧mm一25mm;

      3) 大面应平整，但其边缘可不要求非常规则。

    3 在砂浆试件上应画出作用点，并应量测其厚度，应精确

至0.lmm。

13.3.2 在小吨位压力试验机上、下压板上应分别安装上、下加

荷头，两个加荷头应对齐。

13.3.3 将砂浆试件水平放置在下加荷头上时，上、下加荷头应

对准预先画好的作用点，并应使上加荷头轻轻压紧试件，然后应

缓慢匀速施加荷载至试件破坏。加荷速度宜控制试件在 lmin左

右破坏，应记录荷载值，并应精确至。.IkN。

13.3.4 应将破坏后的试件拼接成原样，测量荷载实际作用点中
心到试件破坏线边缘的最短距离，即荷载作用半径，应精确

至0.lmm。

13.4 数 据 分 析

13.4.1 砂浆试件的抗压强度换算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Zij=(33·30氛芳sijNij一1.10)‘·。9 (13.4.1一1)

氛ij
0.05介+1

      1

(13.4.1一2)

乞。 0.03t。(0.10t。+1)+0.40
(13.4.1一3)

式中:N、— 点荷载值 (kN);

氛。— 荷载作用半径修正系数;

么。— 试件厚度修正系数;



      介— 荷载作用半径 (mm );
      tz]— 试件厚度 (mm)。

13.4.2 测区的砂浆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本标准式 (12.4.4)

计算。



14 烧结砖回弹法

  14.1 一 般 规 定

14.1.1 烧结砖回弹法适用于推定烧结普通砖砌体或烧结多孔砖

砌体中砖的抗压强度，不适用于推定表面已风化或遭受冻害、环

境侵蚀的烧结普通砖砌体或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砖的抗压强度。检

测时，应用回弹仪测试砖表面硬度，并应将砖回弹值换算成砖抗

压强度。

14.1.2 每个检测单元中应随机选择10个测区。每个测区的面

积不宜小于1.Om“，应在其中随机选择10块条面向外的砖作为

10个测位供回弹测试。选择的砖与砖墙边缘的距离应大

于25Omm。

14.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4.2.1 烧结砖回弹法的测试设备，宜采用示值系统为指针直读

式的砖回弹仪。

14.2.2 砖回弹仪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4.2.2的

要求。

              表14。2.2砖回弹仪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标称动能 (J) 0.735

指针摩擦力 (N) 0.5士0.1

弹击杆端部球面半径 (mm ) 25士1.0

钢砧率定值 (R) 74士 2

14.2.3 砖回弹仪的检定和保养，应按国家现行有关回弹仪的检
定标准执行。



14.2.4 砖回弹仪在工程检测前后，均应在钢砧上进行率定
测试。

14.3 测 试 步 骤

14.3.1 被检测砖应为外观质量合格的完整砖。砖的条面应干

燥、清洁、平整，不应有饰面层、粉刷层，必要时可用砂轮清除

表面的杂物，并应磨平测面，同时应用毛刷刷去粉尘。

14.3.2 在每块砖的测面上应均匀布置5个弹击点。选定弹击点
时应避开砖表面的缺陷。相邻两弹击点的间距不应小于20mm，

弹击点离砖边缘不应小于20mm，每一弹击点应只能弹击一次，

回弹值读数应估读至1。测试时，回弹仪应处于水平状态，其轴

线应垂直于砖的测面。

14.4 数 据 分 析

14。4.1

14。4。2

计算:

      1

单个测位的回弹值，应取5个弹击点回弹值的平均值。

第1测区第j个测位的抗压强度换算值，应按下列公式

式中:

14.4。3

烧结普通砖:

      fl。=Zxlo一RZ一0.45R+1.25 (14.4.2一1)
烧结多孔砖:

            fl。=1.70 x 10一3R2·魂8 (14.4.2一2)

力。— 第1测区第j个测位的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尺— 第1测区第j个测位的平均回弹值。

  测区的砖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_工今。_
      10侧 “‘”

(14.4.3)

14.4.4 本标准所给出的全国统一测强曲线可用于强度为6N[Pa一

30M[Pf1的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砖的检测。当超出本标准全国统

一测强曲线的测强范围时，应进行验证后使用，或制定专用

曲线。



15 强 度 推 定

15.0.1检测数据中的歧离值和统计离群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

T 4883中有关格拉布斯检验法或狄克逊检验法检出和剔除。检

出水平a应取0.05，剔除水平a应取0.01;不得随意舍去歧离

值，从技术或物理上找到产生离群原因时，应予剔除;未找到技

术或物理上的原因时，则不应剔除。

15.0.2本标准的各种检测方法，应会缈 每个测点的检测强度值
几，以及每一测区的强度平均值关，并应以测区强度平均值关
作为代表值。

15.0.3 每一检测单元的强度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15.0.3一1)

 
 

关
nZ艺
间

1
-nz 

 
 
 

-- 
 

-
X

刃(妥一ft)2
n:一 1

(15.0.3一2)

(15.0.3一3)

式中:妥— 同一检测单元的强度平均值 (MPa)。当检测砂浆

          抗压强度时，妥即为九.耐 当检测烧结砖抗压强度

          时，妥即为fl，m;当检测砌体抗压强度时，妥即为
          fm;当检测砌体抗剪强度时，x即为fv，m;

      nZ— 同一检测单元的测区数;

      关— 测区的强度代表值 (MPa)。当检测砂浆抗压强度

            时，五即为厂2*;当检测烧结砖抗压强度时，五即为



          九‘;当检测砌体抗压强度时，关即为fm，;当检测
            砌体抗剪强度时，大即为了石

      5— 同一检测单元，按 n:个测区计算的强度标准差

              (MPa);

      子一一同一检测单元的强度变异系数。

15.0.4 对在建或新建砌体工程，当需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值

时，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当测区数nZ不小于6时，应取下列公式中的较小值:

                    f’z =0.91儿，m (15.0.4一1)

                    几=1.lsfZ，、。 (15.0.4一2)
式中:f’z—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MPa);

    几，、— 同一检测单元，测区砂浆抗压强度的最小值

                (MPa)。

    2 当测区数nZ小于6时，可按下式计算:

                    几=fZ，mi。 (15.0.4一3)
15.0.5 对既有砌体工程，当需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值时，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按国家标准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2002及之前实施的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修建
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当测区数nZ不小于6时，应取下列公式中的较小值:

                      f’z=几，m (15.0.5一1)

                    f’z=1.33f2，mi。 (15.0.5一2)
      2) 当测区数nZ小于6时，可按下式计算:

                    f’z=九，mi。 (15.0.5一3)
    2 按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一2011

的有关规定修建时，可按本标准第15.0.4条的规定推定砌筑砂

浆强度值。

15.0.6 当砌筑砂浆强度检测结果小于2.OMPa或大于巧MPa

时，不宜给出具体检测值，可仅给出检测值范围介<2.OMPa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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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5MPa。

15.0.7 砌筑砂浆强度的推定值，宜相当于被测墙体所用块体作
底模的同龄期、同条件养护的砂浆试块强度。

15.0.8 当需要推定每一检测单元的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或砌体

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标准值时，应分别按下列要求进行推定:

    1 当测区数nZ不小于6时，可按下列公式推定:

                      人 =fm 一k一 (15.0.8一1)

                    fv.k=fv，m一k·: (15.0.8一2)

式中:几—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MPa);

      fm— 同一检测单元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MPa);
    fv，k— 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 (MPa);

    fv，m— 同一检测单元的砌体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平均值

              (MPa);

      k— 与a、C、nZ有关的强度标准值计算系数，应按表

            15.0.8取值;

        一 确定强度标准值所取的概率分布下分位数，

            取0.05;

      C~一一置信水平，取0.60。

                      表15.0.8 计算系数

刀2 6 7 8 9 l0 l2 l5 l8

k 1.947 1.908 1.880 1.858 1.841 1。816 1.790 1.773

儿2 20 25 30 35 40 45 50

k 1.764 1.748 1.736 1.728 1.721 1.716 1.712

    2 当测区数nZ小于6时，可按下列公式推定:

                        几 =几，‘。 (1 5.0.8一3)

                        fv，k=fvi，、。 (15.0.8一4)

式中:几，*n— 同一检测单元中，测区砌体抗压强度的最小值
                  (MPa);

      几，朴— 同一检测单元中，测区砌体抗剪强度的最小值



                  (MPa)。

    3 每一检测单元的砌体抗压强度或抗剪强度，当检测结果

的变异系数6分别大于。.2或0.25时，不宜直接按式 (15.0.8-

1)或式 (15.0.8一2)计算，应检查检测结果离散性较大的原因，

若查明系混人不同母体所致，宜分别进行统计，并应分别按式

(巧.0.8一1) 一式 (15.0.8一4) 确定本标准值。如确系变异系数

过大，则应按式 (15.0.8一3) 和式 (15.0.8一4) 确定本标准值。

15.0.9 既有砌体工程，当采用回弹法检测烧结砖抗压强度时，

每一检测单元的砖抗压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变异系数占镇0.21时，应按表15.0.9一1、表15.0.9一2

中抗压强度平均值关，m、抗压强度标准值九k推定每一检测单元
的砖抗压强度等级。每一检测单元的砖抗压强度标准值，应按下

式计算:

                      五k=fl，m一1.8: (15.0.9)

式中:flk— 同一检测单元的砖抗压强度标准值 (MPa)。

表 15.0.9一1 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等级的推定

抗压强度

推定等级

抗压强度平均值

    fl，m)

变异系数占簇0.21 变异系数占>0.21

抗压强度标准值

    flk)

抗压强度的最小值

    fl.‘n)

M U25 25.0 18.0 22.0

M U20 20.0 14.0 16.0

M U15 15.0 10.0 12.0

MU10 10.0 6.5 7.5

MU7.5 7.5 5.0 5.5

表 15.0.9一2 烧结多孔砖抗压强度等级的推定

抗压强度

推定等级

抗压强度平均值

    fl，m)

变异系数占簇0.21 变异系数占>0.21

抗压强度标准值

    flk)

抗压强度的最小值

    fl。rmn》

MU30 30。0 22.0 25.0



续表 15.0.9一2

抗压强度

推定等级

抗压强度平均值

    fl，m)

变异系数占毛。.21 变异系数占>0.21

抗压强度标准值

    flk》

抗压强度的最小值

    fl，二。)

MU25 25.0 18.0 22.0

MU20 20.0 14.0 16。0

MU15 15.0 10.0 12.0

MU10 10.0 6.5 7.5

    2 当变异系数占>。.21时，应按表巧.0.9一1、表15.0.9一2
中抗压强度平均值fl，m、以测区为单位统计的抗压强度最小值

九‘，min推定每一测区的砖抗压强度等级。

15.0.10 各种检测强度的最终计算或推定结果，砌体的抗压强
度和抗剪强度均应精确至 0.01MPa，砌筑砂浆强度应精确

至0.IMPa。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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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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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修 订 说 明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一2011，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7月29 日以第1108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
2。。0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四川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参编单位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工程研究所、

湖南大学，主要起草人员是王永维、侯汝欣、王秀逸、雷波、李

双珠、周国民、施楚贤、王庆霖、梁爽、杨亚青、郭起坤。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将标准的适用范围从主要

适用于烧结普通砖砌体扩大至烧结多孔砖砌体;2.新增了切制

抗压试件法、原位双砖双剪法、砂浆片局压法、烧结砖回弹法、

特细砂砂浆筒压法等检测方法;3.取消了未能广泛推广的砂浆

射钉法;4.统一了原位轴压法和扁顶法的砌体抗压强度计算公

式;5.为适应新的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关于砌筑砂浆强度等级评定标准的变化，对检测的砂浆强

度推定方法作了调整;6.进一步明确了各检测方法的特点、用

途和限制条件。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人广泛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在砌体工程现场检测领域自上一版标准颁布实施以来

在研究、施工、检测等方面工作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

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并对切制抗压试件法、原位双砖双剪

法、筒压法检测特细砂砂浆、烧结砖回弹法等进行了试验研究，

同时也对部分检测方法用于多孔砖砌体的现场检测进行了研究或

验证性试验。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检测、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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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砌体工程现场检

测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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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砌体工程的现场检测是进行可靠性鉴定的基础。我国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地进行广泛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筛选出其中技术先进、数据可靠、经济合理的检测方法来满

足量大面广的建筑物鉴定加固的需要，原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在

20世纪90年代初下达了制定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的

任务，上一版的《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

200。(以下简称原标准)于200。年发布实施。本次修订对上一

版标准颁布实施以来各科研、施工、检测等单位使用本标准的经

验进行总结，并结合检测技术的最新进展，调整部分检测方法的

适用范围，增加了部分检测方法。

1.0.2 本标准所列方法主要是为已有建筑物和一般构筑物进行

可靠性鉴定时，采集现场砌体强度参数而制定的方法，在某些具

体情况下亦可用于建筑物施工验收阶段。



3 基 本 规 定

3.1 适 用 条 件

3.1.1、3.1.2 本条文是对原标准第1.0.2条的适用范围进一步

明确，特别强调对新建工程、改建和扩建工程中的新建部分，不

能替代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砌体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GB 50300、《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

T 50129的规定。仅是在出现本节所述情况时，可用本标准所列

方法进行现场检测，综合考虑砂浆、砖和砌筑质量对砌体各项强

度的影响，作为工程是否验收还是应作处理的依据。还应特别指

出的是，本标准检测和推定的砂浆强度是以同类块材为砂浆试块

底模、自然养护、同龄期的砂浆强度。

3.2 检测程序及工作内容

3.2.1 本条给出一般检测程序的框图，当有特殊需要时，亦可

按鉴定需要进行检测。有些方法的复合使用，本标准未作详细规

定 (如有的先用一种非破损方法大面积普查，根据普查结果再用

其他方法在重点部位和发现问题处重点检测)，由检测人员综合

各方法特点调整检测程序。本次修订增加了制定检测方案、确定

检测方法的内容，应在检测工作开始前，根据委托要求、检测目

的、检测内容和范围等制定检测方案 (包括抽样方案、部位等)，

确定检测方法。

3.2.2 调查阶段是重要的阶段，应尽可能了解和搜集有关资料，

不少情况下，委托方提不出足够的原始资料，还需要检测人员到

现场收集;对重要的检测，可先行初检，根据初检结果进行分

析，进一步收集资料。



    关于砌筑质量，因为砌体工程系操作工人手工操作，即使同

一栋工程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材料质量如块材、砌筑砂浆强

度，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编制检测方案和确定测区、测点

时，均应考虑这些重要因素。

3.2.4 设备仪器的校验非常重要，有的方法还有特殊的规定。

每次试验时，试验人员应对设备的可用性作出判定并记录在案。

对一些重要或特殊工程 (如重大事故检测鉴定)，宜在检测工作

开始前和检测工作结束后对检测设备进行检定，以对设备性能进

行确认。

3.2.10 规定环境温度和试件 (试样)温度均应高于0℃，是避

免试件 (试样)中的水结冰，引起检测结果失真。

3.3 检测单元、测区和测点

3.3.1 明确提出了检测单元的概念及确定方法，检测单元是根

据下列几项因素规定的:(1) 检测是为鉴定采集基础数据，对建

筑物鉴定时，首先应根据被鉴定建筑物的结构特点和承重体系的

种类，将该建筑物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可以独立进行分析 (鉴

定)的结构单元，故检测时应根据鉴定要求，将建筑物划分成同

样的结构单元;(2) 在每一个结构单元，采用对新施工建筑同样

的规定，将同一材料品种、同一等级250耐砌体作为一个母体，

进行测区和测点的布置，我们将此母体称作为 “检测单元”;故

一个结构单元可以划分为一个或数个检测单元;(3) 当仅仅对单

个构件 (墙片、柱)或不超过25Om“的同一材料、同一等级的砌

体进行检测时，亦将此作为一个检测单元。

3.3.2、3.3。3 测区和测点的数量，主要依据砌体工程质量的检

测需要，检测成本 (工作量)，与现有检验与验收标准的衔接，

以及各检测方法的科研工作基础，运用数理统计理论，作出的统

一规定。原标准规定，每一检测单元为6个测区，此次修订改为

不宜少于6个测区。被测工程情况复杂时，宜增加测区数。

3.3.4 本条为新增加条文。总结近年来检测工作实践经验，增



加此条文。有时委托方仅要求检测建筑物的某一部分或个别部位

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减少测区数。但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准确反

映工程质量状况，规定不宜少于3个测区。

3.3.5 本条为新增加条文。砌体工程的施工质量差异往往较大，

块体、砂浆的离散性也较大，布置测点时应考虑这些因素。

3.4 检测方法分类及其选用原则

3.4.1 现场检测一般都是在建筑物建成后，根据第3.1.1条和

第3.1.2条所述原因进行检测，大量的检测是在建筑物使用过程

中的检测，砌体均进人了工作状态。一个好的现场检测方法是既

能取得所需的信息，又在检测过程中和检测后对砌体既有性能不

造成负影响。但这两者有一定矛盾，有时一些局部破损方法能提

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提高检测精度。鉴于砌体结构的特点，一

般情况下局部的破损易于修复，修复后对砌体的既有性能无影响

或影响甚微。故本标准除纳人非破损检测方法外，还纳人了局部

破损检测法，供使用者根据构件允许的破损程度进行选择。

3.4.2、3.4.3 现在的现场检测，主要是根据不同目的获得砌体

抗压强度、砌体抗剪强度、砌筑砂浆强度、砌筑块材强度，本标

准分别推荐了几种方法。对同一目的，本标准推荐了多种检测方

法，这里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首先，这些方法均通过标准编制

组的统一考核评估，误差均在可接受的范围，方法之间的误差亦

在可接受范围。方法的选择除充分考虑各种方法的特点、用途和

限制条件外，使用者应优先选择本地区常用方法，尤其是本地区

检测人员熟悉的方法。因为方法之间的误差与检测人员对其熟悉

掌握的程度密切相关。同时，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方法的

选择还宜与委托方共同确定，并在合同中加以确认，以避免不同

检测方法由于诸多影响因素造成结果差异可能引起的争议。

    本标准的检测方法均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研究成果通过鉴定

并取得试用经验，有的还制订了地方标准。在本标准编制过程

中，专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验证性考核试验，编制组全体成员参



加和监督了考核全过程，通过这些材料和实践的认真分析，编制

组讨论了各种方法的特点，适用范围和应用的局限性，并汇总于

表3.4.3中。

    本标准此次修订过程中，为扩大应用范围和纳人新的检测方

法，再次进行较大规模考核性试验，并吸取了各参编单位和国内

近十年来的砌体现场检测科研成果，决定将各种检测方法的应用

范围扩充至烧结多孔砖砌体及其块体、砂浆的强度检测，增加了

切制抗压试件法、原位双砖双剪法、特细砂砂浆筒压法、砂浆片

局压法、烧结砖回弹法。

    根据本标准近十年来的应用经验和科研成果，对检测方法的

特点、用途、限制条件作了适当调整，如:

    (1) 对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原位单剪

法，明确适用于普通砖砌体和多孔砖砌体;

    (2)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可用于 “火灾、
环境侵蚀后的砌体剩余抗压强度”，这为火灾、环境侵蚀后的砌

体工程检测工作，提供了重要技术依据;

    (3) 对原位轴压法、扁顶法的限制条件，增加了 “测点宜选

在墙体长度方向的中部”;

    (4) 原位单砖双剪法改为原位双剪法;

    (5) 各种砂浆检测方法，明确可用于烧结多孔砖砌体;

    (6) 对砂浆回弹法，明确 “主要用于砂浆强度均质性检查”。

3.4.4 同原标准相比，本条新增加了第1、2、3三款。其中第

1、2款主要是考虑检测部位应有代表性;第3款是从安全考虑，

对局部破损方法的一个限制，这些墙体最好用非破损方法检测，

或宏观检查和经验判断基础上，在相邻部位具体检测，综合推定

其强度。

    原标准规定 “小于2.sm的墙体，不宜选用有局部破损的检

测方法”。本次修订修改为 “小于3.6m的承重墙体，不应选用

有较大局部破损的检测方法”。主要是考虑原位轴压法、扁顶法、

切制抗压试件法试件两侧墙体宽度不应小于1.sm，测点宽度为



0.24m或0.37m，综合考虑后要求墙体的宽度不应小于3.6m。

此外，承重墙的局部破损对其承载力的影响大于自承重墙体，故

此次修订特别强调的是对承重墙体的限制条件，对自承重墙体长

度，检测人员可根据墙体在砌体结构中的重要性，适当予以

放宽。

3.4.5、3.4.6 此两条均为新增加条文。对砌筑砂浆强度的检

测，提出两项限制条件。

3.4.7 本条为新增加条文。从砖墙中凿取完整砖块，进行强度

检测，属于砖的取样检测方法。一栋房屋或一个结构单元可能划

分成数个检测单元，每一检测单元抽取砖块组数不应少于1组，

其抽检组数多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3的规定，为真实、全面反应一栋工程或一个结构

单元的用砖质量，适当增加抽样组数是必要的。四川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和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曾分别做过多次检测，对一批烧

结普通砖，数次抽样检测，其强度等级可能相差1级一2级。

3.4.8 砂浆片局压法即现行推荐性行业标准《择压法检测砌筑

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4中的择压法。该规程是一本

新编检测规程，配套检测设备已批量生产。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等单位进行了系统试验研究，以及验证性试验和较长时间的试

点应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行业标准。为利于推广该方法，将

该方法纳人本标准。考虑到检测的砂浆片是承受局部抗压荷载，

故将该方法的名称改为 “砂浆片局压法”。此外，为避免重复，

本标准未列砂浆片局压法条文。



4 原位轴压法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原位轴压法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扁顶法基础上提出的，

具有设备使用时间长、变形适应能力强、操作简便的优点。对砂

浆强度低、砌体压缩变形较大或砌体强度较高的墙体均可应用。

其缺点是原位压力机较重，其中油缸式液压扁顶重约25kg，搬

运比较费力。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也对原位轴压法进行了较多

的试验和试点应用工作，试验用砖有页岩砖、蒸压灰砂砖、煤渣

砖，证明砖的品种对试验结果无影响。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主

编了四川省地方标准 《原位轴压法测定砌体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DB 51/5007一94。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本标准编制组又组织了两

次验证性考核，决定将原位轴压法纳人本标准。

    原位轴压法属原位测试砌体抗压强度的方法，与测试砖及砂

浆的强度间接推算砌体抗压强度相比，更为直观和可靠。测试结

果除能反映砖和砂浆的强度外，还反映了砌筑质量对砌体抗压强

度的影响，一些工程事故分析和科研单位对比砌体抗压试验资料

表明，砌体的原材料强度指标相同，由于砌筑质量不同，砌体抗

压强度可相差一倍以上。因而这是原位轴压法的优点。

    本标准2000年颁布时仅适用于240mm厚的普通砖砌体，近

年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等单位进行了一系列多孔砖砌体的对比试验，表明原位

轴压法亦可应用于多孔砖砌体的原位砌体抗压强度测试，因此本

标准修订时扩大了原位轴压法的应用范围。

4.1.2 本条对测试部位作了规定。本条是在试验和使用经验的

基础上，为满足测试数据可靠、操作简便、保证房屋安全等要求

而规定的。



    测试部位要求离楼、地面lm高度，是考虑压力机和手动油

泵之间连接的高压油管一般长约Zm，这样在试验过程中，手动

泵、油压表放在楼、地面上即可。同时此高度对人工搬运压力机

也较为省力。两侧约束墙体的宽度不小于1.sm;同一墙体上多

于1个测点时，水平净距不得小于2.om，这两项规定都是为了

保证槽间砌体有足够的约束墙体，防止因约束不足出现的约束墙

体剪切破坏，从而准确地测定砌体抗压强度。在横墙上试验时，

一般使两侧约束墙肢宽度相近，测点取在横墙中间。

    规定 “测试部位不得选在挑梁下，应力集中部位以及墙梁的

墙体计算高度范围内”，一是为了确保结构安全，这些部位承受

的荷载较大，测试时墙体的较大局部破损对其正常受力不利;二

是这些墙体上的应力分布较为复杂，计算分析时不宜准确计算测

点上的压应力。

4.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4.2.1 原位压力机是1987年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制的，在研

制过程中，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在扁顶高度尺寸受限

制的条件下，当扁顶工作压力高达20MPa以上时，保证严格的

密封和防尘;另一个是当油缸遇到偏心荷载作用时，防止油缸内

腔和柱塞的同心受到破坏而造成油缸泄漏和缩短寿命。对此采用

了内腔特殊油路、柱塞上加设球铰调整偏心等方法，以合理解决

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的矛盾。各单位研制更大吨位或其他新型的原

位压力机，亦应遵守本标准的规定。

    同原标准相比，增加了近年研制的800型原位压力机的技术

指标。该机可满足较高砌体强度检测工作的需要。

4.3 测 试 步 骤

4.3.1 试验时，

扁顶。

    试验表明，

上水平槽内放置反力板，下水平槽内放置液压

对 240mm厚的墙体，两槽之间的净距为



45omm一soomm(普通砖两槽之间7皮砖，gomm高的多孔砖5

皮砖)是最佳距离。两槽相隔较大时，槽间砌体强度将趋向砌体

的局部受压强度;两槽间距过小时，水平灰缝过少，砌体强度将

接近块体强度。一般情况下，两槽相隔45omm一500mm时，可

获得槽间砌体的最低强度。

4.3.2 考虑到目前国内砌体砌筑水平和块体上下大面的平整度，

为保证槽间砌体均匀受压，在扁式千斤顶及反力板与块体的接触

面上需加设垫层，如铺设快硬石膏浆或均匀铺设湿细砂。

    放置反力板和扁式千斤顶时，应使上、下两个承压板对齐，

并用四根钢拉杆的螺母调整其平整度，使两个承压板间四根钢拉

杆的长度误差不超过Zmm，再由扁式千斤顶的球铰进一步调整，

以保证槽间砌体均匀受压。

4.3.3一4.3.5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GB/T 50129作出这三条的规定。

    由于试验人员对原位压力机操作熟练程度存在差异等原因，

试验过程中，槽间砌体可能出现局部受压或偏心受压的情况，使

试验结果偏低，此时应中止试验。并视槽间砌体状况，调整试验

装置、垫平承压板与砌体的接触面，重新试验或更换测点。

4.4 数 据 分 析

4.4.1~4.4.4 槽间砌体抗压强度值，是在有侧向约束条件下测

得的，其强度值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GB/T 50129规定的在无侧向约束条件下测得的标准试件

的抗压强度。为了便于与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对比和使用，应将槽间砌体抗压强度换算为相应标准

试件的抗压强度，即将槽间砌体抗压强度除以强度换算系数白。，

该系数是通过墙体中槽间砌体抗压强度和同条件下标准试件抗压

强度对比试验确定的。

    有限元分析和试验均表明，槽间砌体两侧的约束墙肢宽度和

约束墙肢上的压应力氏。是影响其大小的主要因素，当约束墙肢



宽度达到1.om以上时，即可提供足够的约束而可不考虑约束墙

肢宽度的影响，因此本标准第4.1.2条规定，测点两侧均应有

1.sm宽的墙体。在确定强度换算系数白。时可仅考虑ao。影响，

ao。越大，槽间砌体强度越高，氨。也越大。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共完成实心砖砌体原位轴压法试验37组(每组2个一3
个测点)，标准试件砌体抗压强度为(1 .88一10.36) MPa，氏为

(0一1.19)MPa。采用线性回归，回归方程为宁=1.34+0.555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进行的59个多孔砖砌体对比试验，标准试件砌体抗压强度

为(2.0一5.26)MPa，氏为(0一0.69)MPa，回归方程为奋=1.25

+0.77a。。两类砌体分别按各自回归公式计算宁值，比较结果见

表 1:

表1 实心砖砌体与多孔砖砌体 老计算值比较

勃(MPa) 0 0。1 0.2 0。3 0.4 0.5 0.6 0.7

实心砖砌体 1.34 1.396 1.451 1.507 1.562 1.618 1.673 1.729

多孔砖砌体 1.25 1.327 1。404 1.481 1。558 1.635 1.712 1.789

差值 0.09 0.069 0。047 0.023 0。004 一 0.017一 0.03仁 一0.06

相对差值(%) 6。7 4.9 3.2 1.52 0.25 一 1 一 2。3 一3.5

    由表1可见，以氏为参数两种砌体的分计算值相差很小，仅

ao为零时，两者相差6.7%，多数情况相差均在4%以内。表明

两类砌体约束性能没有显著差异，可以采用统一的强度换算系数

表达式。不分砌体类别，按全部试验数据进行回归统计，回归方

程为:

                  氨ij=1.275+0.625氏。 (1)
    回归方程相关系数0.683，为公式简化，并与扁顶法协调，

本次修订采用式(2)

                    乞。=1.25+0.6几ij (2)

    试验值 与式 (2) 计算值平 均比值 召=1.033，变异系



数占=0.143。

    试验表明，当丙洲fm>0.4时(fm为砌体抗压强度)，氛。将

不再随丙。线性增长，考虑到在实际工程中ao。一般均在0.4fm以
下，故采用了运算简便的线性表达式。

    可按两种方法取用氏。:第一，一般情况下，用理论方法计
算，即计算传至该槽间砌体以上的所有墙体及楼屋盖荷载标准

值，楼层上的可变荷载标准值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然后换算为

压应力值。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变荷载应按实际调查情况

确定，而不是选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值;计算时是取荷载标准值，而不是荷载设计值，即不考

虑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第二，对于重要的鉴定性试

验，宜采用实测压应力值。



5 扁  顶 法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扁顶法是湖南大学研究的检测原位砌体承载力和砌体受

压性能的一项检测技术。在砖墙内开凿水平灰缝槽，此时应力释

放，在槽内装人扁式液压千斤顶(简称扁顶)后进行应力恢复，从

而直接测得墙体的受压工作应力，并通过测定槽间砌体的抗压强

度和轴向变形值确定其标准砌体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

    本方法设备较轻便、易于操作、直观可靠，并可使测定墙体

受压工作应力、砌体弹性模量和砌体抗压强度一次完成。

    扁顶法是在试验墙体上部所承受的均匀压应力为(0一1.37)
MPa，标准砌体抗压强度最大为3.04MPa的情况下，为试验结

果和理论分析所证实。对于8层及8层以下的民用房屋，采用本

方法确定砖墙中砌体抗压强度有足够的准确性。

    因墙体所承受的主应力方向已定，且垂直方向的主压应力是

主要控制应力，当沿水平灰缝开凿一条应力解除槽[图5.1.1

(a)]，槽周围的墙体应力得到部分解除，应力重新分布。在槽的

上下设置变形测量点，可直接观测到因开槽而带来的相对变形变

化，即因应力解除而产生的变形释放。将扁顶装人恢复槽内，向

其供油压，当扁顶内压力平衡了预先存在的垂直于灰缝槽口面的

静态应力时，即应力状态完全恢复，所求墙体受压工作应力即由

扁顶内的压力表显示。分析表明，当扁顶施压面积与开槽面积之

比等于或大于0.8时，用变形恢复来控制应力恢复相当准确。

    在墙体内开凿两条水平灰缝槽[图5.1.1(b)]并装人扁顶，

则扁顶间所限定的砌体(槽间砌体)，相当于试验一个原位标准砌

体试件。对上下两个扁顶供油压，便可测得砌体的变形特征(如

砌体弹性模量)和砌体的极限抗压强度。



    湖南大学补充研究了扁顶法在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的应用。经

过本标准编制组统一组织的验证性考核试验，证明该方法用于烧

结普通砖砌体和烧结多孔砖砌体，具有较高的精度。对于其他各

种砖砌体，其受力性能与上述两种砖砌体没有明显差异，扁顶的

工作原理也相同。因此，扁顶法可用于检测各种砖砌体的弹性模

量和抗压强度。

5.1.2本条为对测试部位的规定。

5.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5.2.1~5.2.3 在扁顶法中，扁式液压千斤顶既是出力元件又是

测力元件，要求扁顶的厚度小于水平灰缝厚度，且具有较大的垂

直变形能力，一般需采用ICr18NigTi等优质合金钢薄板制成。

当扁顶的顶升变形小于10mm，或取出一皮砖安设扁顶试验时，

应增设钢制可调楔形垫块，以确保扁顶可靠的工作。扁顶的定型

尺寸有25Ommx25Ommxsmm和25Ommx38Ommxsmm等，

可视被测墙体的厚度加以选用。

5.3 测 试 步 骤

5.3.1~5.3.3 应用扁顶法，须根据测试目的采用不同的试验步

骤，主要应注意下列四点:

    1 仅测定墙体的受压工作应力，在测点只开凿一条水平灰

缝槽，使用1个扁顶。

    2 测定墙体受压工作应力和砌体抗压强度:在测点先开凿

一条水平槽，使用一个扁顶测定墙体受压工作应力;然后开凿第

二条水平槽，使用两个扁顶测定砌体弹性模量和砌体抗压强度。

    3 仅测定墙内砌体抗压强度，同时开凿两条水平槽，使用

两个扁顶。

    4 测试砌体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时，不论ao大小，均宜加

设反力平衡架。



5.4 数 据 分 析

5.4.1~5.4.5 扁顶法、原位轴压法中，槽间砌体的受力状态与
标准砌体的受力状态有较大的差异，为了研究槽间砌体的上部垂

直压应力(ao。)和两侧墙肢约束的影响，运用4节点平面矩形单
元，对墙体应力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砌体的

塑性变形性能，建立了两槽间砌体的计算受力图形。根据Alex-

ander垂直于扁顶的岩石应力公式，推导得到槽间砌体的极限状

态方程为

              (a+加oij)凡 =(b+二。户fm，ij (3)

    式(3)表明，氏。是强度换算系数的重要因素:上部垂直压应
力ao。一方面使槽间砌体所承受的垂直荷载增大即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几。又对该砌体起侧向约束作用，使槽间砌体抗压强度
提高，即产生有利影响。

    湖南大学的试验研究表明:扁顶法用于多孔砖砌体时，多孔

砖砌体槽间砌体的破坏形态及两侧墙体的约束性能，与普通砖砌

体没有明显的差异。对于普通砖砌体和多孔砖砌体，可以采用统

一的强度换算系数。

    试验结果分析表明，当殉/几<0.4时，气与ao。基本符合

线性增长关系，而在实际工程中，ao。一般在。.4fm以下。因此，

扁顶法和原位轴压法中的强度换算系数氨。，可以统一采用以ao。
为参数的线性表达式。

    对湖南大学的14组扁顶法试验数据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的97组原位轴

压法试验数据，按照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氏的线性
表达式，为

                    氨。=1.27+0.61氏。 (4)

    为应用简便，本方法建议按式(5)计算:

                  氨ij=1.25+0.6Oao。 (5)
    其相关系数为0.73。对本标准编制组统一组织的扁顶法验



证性考核试验数据，按照上式计算得到理论强度换算系数氨。，

与实测强度换算系数毓。相比，其平均相对误差为21.8%。
    自1985年至今，仅湖南大学土木系采用扁顶法已在百余幢

房屋的测定中应用，其中新建房屋墙体承载力测定占80%，工
程事故原因分析试验占8%，旧房加层或改造对旧房的可靠性测

定占12%。



6 切制抗压试件法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方法属取样测试砌体抗压强度的方法。以往一些科研

或检测单位采用人工打凿制取试件的方法，进行过该项测试工

作，本标准吸取了这些单位取样试验的经验。江苏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研制了金刚砂轮切割机，使用该机器从砖墙上锯切出的抗压

试件，几何尺寸较为规整，切割过程中对试件扰动相对较小，优

于人工打凿制取的试件。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和四川省建筑科

学研究院对切制抗压试件和人工砌筑的标准砌体抗压试件进行了

对比试验，总结出一套较成熟的取样试验方法。本次修订将这一

方法纳人本标准。

6.1.2 对在砖墙上选取试件部位提出限制条件。从砖墙上切割、

取出砌体抗压试件，对墙体正常受力性能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取样部位必须予以限制。具体限制部位与原位轴压法

相同。

6.1.3 针对被测工程的具体情况，对本方法的适用性提出限制

条件。如:施工质量较差或砌筑砂浆强度较低的工程，装修较豪

华的工程，均不宜采用本方法。切割墙体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振

动可能会对低强度砂浆的砌体试件产生不利影响;搬运过程中，

亦可能扰动试件;冷却用水对取样现场造成较大的临时污染。选

用本方法应综合考虑以上诸多不利因素。

6.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6.2.1 考虑到切制试件时，一方面要尽量减小对试件和原墙体

的扰动和影响，另一方面切制的试件尺寸要满足要求，同时要便

于操作，结合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研制的电动切割机及其使用



情况，提出切割机的技术指标和原则要求。满足本条要求的其他

切割机具亦可使用。

6.3 测 试 步 骤

6.3.1 竖向切割线选在竖向灰缝上、下对齐的部位，可增加试

件中整块砖的数量，使之尽量接近人工砌筑的标准抗压试件。

6.3.2一6.3.5 一般情况下，可采用8号钢丝事先捆绑试件，是

预防切割过程中或从墙中取出试件时，试件松动或断成两截。当

砌筑砂浆强度较高时，如大于M7.5，也可省略此步骤。

    以往切割试件时，曾发生下述情况:由于切割机的锯片没有

始终垂直于墙面，切制试件的两个窄侧面与两个宽侧面不垂直，

分别大于或小于90“角;或留有错动的切割线，窄侧面不是一个

光滑平面。这给准确量测受压截面尺寸带来困难，影响测试结

果。因此，要求切割过程中，锯片应始终垂直于墙面，且不得

移位。

6.4 数 据 分 析

6.4.1~6.4.3 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从砖墙上切制出的砌体抗压
试件，其抗压强度低于人工砌筑的标准砌体抗压试件，造成这一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标准试件每皮为 3块整砖(24ommx

370mm)，且水平灰缝厚度、砂浆饱满度、砖块横平竖直的程度
等施工因素均优于大墙墙体;切制试件多了一条竖向灰缝(见本

标准图6.3.1)，每皮均有半块砖或少半块砖。但同现行国家标

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公式的

计算值相比，两者基本相当。从偏于安全方面考虑，对测试结果

不再乘以大于1.0的修正系数。



7 原位单剪法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原位砌体通缝单剪法主要是依据国内以往砖砌体单剪试
验方法并参照原苏联的砌体抗剪试验方法编制的。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已将砌体单剪试

验方法改为双剪试验方法，但单剪、双剪两种方法的对比试验结

果通过t检验，没有显著性差异，只是前者的变异系数略大，作

为一种长期使用过的经验方法，仍有其实用性。

    测点选在窗洞口下部，对墙体损伤较小，便于安放检测设

备，且没有上部压应力等因素的影响，测试结果直接、准确。

7.1.3 加工、制备试件过程中，被测灰缝如发生明显的扰动，

应舍去此试件。

7.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7.2.1 试件的预估破坏荷载值，可按试探性试验确定，也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的公式计算。

7.2.2 本方法所用检测仪表，使用频率往往较低，经常是放置

一段较长时间后再次使用，故要求每次进行工程检测前，应进行

标定。

7.3 测 试 步 骤

7.3.1使用手提切片砂轮或木工锯在墙体上开凿切口，对墙体
扰动很小，可不考虑其不利影响。

7.3.2、7.3.3 谨慎地作好施加荷载前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正确

地安装加荷系统及测试仪表，是获得准确测试结果的必要保证。

千斤顶加力轴线严格对准被测灰缝的上表面，可减小附加弯矩和



撕拉应力，或避免灰缝处于压应力状态。

7.3.4 编写本条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5O129的规定。

7.3.5 检查剪切面破坏特征及砌体砌筑质量，有利于对试验结
果进行分析。

7.4 数 据 分 析

7.4.1~7.4.3 根据试验结果所进行的抗剪强度计算属常规
计算。



8 原位双剪法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原位单砖双剪法是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的砌体抗

剪强度检测方法，原位双砖双剪法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共同研究的砌体抗剪强

度检测方法。

    本标准20。。年颁布时仅适用于烧结普通砖砌体，标准颁布
以来在烧结普通砖砌体上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近年来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

位进行了一系列多孔砖砌体的对比试验，表明原位双剪法亦可应

用于多孔砖砌体的原位抗剪强度测试，因此本标准修订时扩大了

原位双剪法的应用范围。对于其他各种块材的同尺寸规格的普通

砖和多孔砖砌体，有待补充一些基本试验数据，才可应用。但就

其原理而言，它也是适用的。

    与测试砂浆的强度间接推算砌体抗剪强度相比，测试结果除

能反映砂浆强度对砌体抗剪强度的影响外，还反映了砌筑质量对

砌体抗剪强度的影响，这是原位双剪法的优点。

8.1.2 应用原位双剪法时，如条件允许，宜优先采用释放上部

压应力氏或布点时受剪试件上部砖皮数较少、ao可忽略的试验方

案，该试验方案可避免由于氏引起的附加误差，但释放应力时，

对砌体损伤稍大。当采用有上部压应力ao作用下的试验方案时，

可按理论计算氏值。

8.1.3 墙体的正、反手砌筑面，施工质量多有差异，故规定正

反手砌筑面的测点数量宜相近或相等。

    为保证墙体能够提供足够的反力和约束，对洞口边试件的布

设作了限制。为确保结构安全，严禁在独立砖柱和窗间墙上设置



测点。后补的施工洞口和经修补的砌体无代表性，故规定不应在

其上设置测点。

    同原标准相比，同一墙体的各测点水平方向的净距由0.62m

改为1.sm，且各测点不应在同一水平位置或轴向位置。这些规

定主要是为原位剪切仪提供足够的支座反力，避免支座处的砌体

先于试件破坏，以及测点太密对墙体造成较大损伤。

8.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8.2.1 原位剪切仪的主机是一个便携式千斤顶，其他(如油泵、

压力表、油管)则为商品部件，易于拆卸和组装，便于运输、保

管和使用。

8.2.2 对于现场检测仪器，示值相对误差为士3%是一个比较实

用的指标。砌体结构工程的抗剪强度变异系数一般较大，在这种

情况下，仪器的测量能力指数有时可达10，1，富余量偏大，但

考虑到测量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如块材尺寸、上部垂直压力等)这

个富余也是必要的。

    原位剪切仪已由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研制成功并可批量生

产，但其应有的计量校准周期尚无确切资料。参考一般同类仪

器，可暂定半年为其检验周期。

8.3 测 试 步 骤

8.3.1本条要求放置主机的孔洞应开在离砌体边缘远端，其目

的是要保证墙体提供足够的反力和约束。孔洞尺寸以能安放原位

剪切仪主机及其附件为准。

8.3.2 掏空的灰缝4(图8.3.2)，必须满足完全释放上部压应力

的需要，以确保测试精度。

8.3.3 试件块材的完整性及上、下灰缝质量是影响测试结果的

主要因素，为了减小测试附加误差，必须严加控制这两个因素。

8.3.4 原位剪切仪主机轴线与被推砖轴线的吻合程度，对试验

结果将产生较大影响，故要求两者轴线重合。



8.3.5原位双剪法的加荷速度，是引自现行国家标准《砌体基本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中的砌体通缝抗剪强度试

验方法。

8.4 数 据 分 析

8.4.1~8.4.3 按照原位单砖双剪法的试验模式，当进行试验的

墙体厚度大于砖宽时，参加工作的剪切面除试件的上、下水平灰

缝外，尚有:沿砌体厚度方向相邻竖向灰缝作为第三个剪切面参

加工作;在不释放试件上部垂直压应力时，上部垂直压应力对测

试结果的影响;原位单砖双剪法试件尺寸为《砌体基本力学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试件的1/3，因此其结果含有尺寸效

应的影响，且其受力模式与标准试件也有所不同。为此，开展了

一系列的对比试验，以确定它们各自的修正系数。

    根据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当有上部压应力作

用时，按剪摩擦破坏模式考虑正应力对抗剪强度的影响，由此得

到正文烧结普通砖砌体的推定公式(8 .4.1)。式(8 .4.1)中，上部

压应力作用下的摩擦系数0.70是按现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及相关砌体抗剪试验资料取用的。

    采用原位双砖双剪法的试验时，参加工作的剪切面除试件的

上、下水平灰缝外，尚有:在不释放试件上部垂直压应力时，上

部垂直压应力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原位双砖双剪法试件尺寸为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9试件的2/3，因

此其结果含有尺寸效应的影响，且其受力模式与标准试件也有所

不同。采用双砖双剪测试可以排除两个顺砖间竖向灰缝砂浆的作

用，但由于竖缝砂浆多不饱满且因砂浆的收缩，其对抗剪强度的

影响有限，根据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试件顺砖竖

缝的影响在5%之内，该误差在砌体抗剪强度的离散范围之内，

因此，根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和陕西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试验研究成果，并偏于安全，确定对烧结普通

砖砌体仍可采用正文中式(8 .4.1)计算。



    对烧结多孔砖砌体，依据陕西省建科院近年进行的烧结多孔

砖砌体单砖双剪法对比试验，没有上部压应力时，抗剪强度推定

公式为:fv。一些另里四三，双砖双剪法为:几一坠漂琴丛。鉴
                            n 对 2飞vij

于修正系数系与多孔砖砌体标准试件的通缝抗剪强度比较得到，

其修正系数与普通砖砌体十分接近，说明尺寸效应与受力模式对

抗剪强度的影响，两种砌体没有显著差异。但对多孔砖砌体，推

定的抗剪强度包含孔洞中砂浆的销键作用，考虑到我国规范对普

通砖砌体和多孔砖砌体采用相同抗剪强度计算公式，根据试验结

果，多孔砖砌体的通缝抗剪强度大约是普通砖砌体的(1 .1一1.2)

倍，为与我国规范一致，也偏于安全，并与普通砖砌体一样，不

区分单砖双剪和双砖双剪法，试验数据统一分析，修正系数为

。.326，将修正系数除以1.12，以使推定的抗剪强度与普通砖砌

体大致相当，由此得到正文烧结多孔砖砌体的推定公式(8 .4.2)。



9 推  出 法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本条所定义的推出法，主要测定推出力和砂浆饱满度两

项参数，据此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它综合反映了砌筑砂浆的

质量状况和施工质量水平，与我国现行的施工规范及工程质量评

定标准相结合，较为适合我国国情。该方法是河南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研究的，并编制了河南省地方标准，在此基础上，经过验证

性考核试验，纳人了本标准。

    建立推出法测强曲线时，选用了烧结普通砖和灰砂砖，故对

其他砖尚需通过试验验证。本条规定砂浆测强范围为1.OMPa一

巧MPa，超过此范围时，绝对误差较大。

9.1.2 在建立测强曲线时，灰缝厚度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的规定，控制在smm一12mm

之间进行对比试验。据有关资料介绍，不同灰缝厚度对推出力有

影响。因此本条规定，现场测试时，所选推出砖下的灰缝厚度应

在smm一12mm之间。

9.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9.2.1 砂浆强度在 15MPa以下时，最大推出力一般均小于

3OkN，研制该套测试设备时，按极限推力为35kN进行设计;

为安全起见，规定加荷螺杆施加的额定推力为30kN。

    推出被测丁砖时，位移是很小的，规定加荷螺杆行程不小于

80mm，主要是考虑测试时，现场安装方便。

9.2.2 仪器的峰值保持功能，可使抗剪破坏时的最大推力保持
下来，从而提高测试精度，减少人为读数误差。

    仪器性能稳定性是准确测量数据的基础，一般要求能连续工



作4h以上。校验推出力峰值测定仪时，在4h内读数漂移小于

0.OskN，即可认为仪器的稳定性能良好。

9.3 测 试 步 骤

9.3.1 推出法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是一种在墙上直接测试的

原位检测技术，本条对加力测试前的准备工作步骤作了较详细而

明确的规定。

9.3.2 传感器作用点的位置直接影响被推出砖下灰缝的受力状

况，本方法在试验研究时，均是使传感器的作用点水平方向位于

被推出砖中间，铅垂方向位于被推出砖下表面之上15mm处进

行推出试验，故在现场测试时应与此要求保持一致，横梁两端和

墙之间的距离可通过挂钩上的调整螺钉进行调整。

9.3.3 试验表明，加荷速度过快会使试验数据偏高，因此规定

加荷速度控制在skN/min左右，以提高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9.3.4 本条规定的推出砖下砂浆饱满度的测试方法及所用的工

具，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的有关规定执行。

9.4 数 据 分 析

9.4.1、9.4.2 在建立推出法测强曲线时，是以测区的推出力均
值N、及砂浆饱满度均值B:进行统计分析的，这两条的规定主要

是为了和建立曲线时的试验协调一致。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所用的普通砖主要为烧结砖和蒸压砖两大

类，常见的烧结砖为机制豁土砖，蒸压砖为蒸压灰砂砖和蒸压粉

煤灰砖。对比试验结果表明，蒸压砖的“九一N”曲线和勃土砖

“介一N”曲线存在显著差异，本标准第9.4.3条中的计算公式是

以钻土砖为基准建立起来的，对蒸压砖N，值尚应乘以修正系数

后，方可代人式(9.4.3一1)进行计算。

9.4.3 在测试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基本一致的条件下，通过试

验室对比试验及现场对比试验，共计198组试验数据，经统计分



析而得出曲线，最后归纳为式(9 .4.3一1)，该式的相对标准差

5「=20.9%，平均相对误差:r=16.7%。

    采用推出法测试普通砖砌体和多孔砖砌体时，系采用同一种

推出仪，因多孔砖块体较厚，推出仪的荷载作用线上移，增加了

被测砖块的上翘分力，导致推出力值降低。对比试验表明，多孔

砖砌体的砂浆销键作用不明显。因此，推出法测试烧结普通砖砌

体和烧结多孔砖砌体，采用同一计算公式。



10 筒  压 法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筒压法是由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个单位试验研究
成功的测试砂浆强度方法，并编制了山西省地方标准。在此基础

上，经过验证性考核试验，纳人了本标准。

    山西省建四公司和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对筒压法是否适用

于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的砌筑砂浆检测问题，分别进行了对比试

验，结果证明，筒压法现有计算公式同样适用。为此，将筒压法

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烧结多孔砖砌体。

    本方法对遭受火灾、环境侵蚀的砌筑砂浆未进行试验研究，

故规定不得在这些条件下应用。

10.1.2 本条明确规定了筒压法的适用范围，应用本方法时，使
用范围不得外延。当超过此范围时，筒压法的测试误差较大。

10.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0.2.1~10.2.3 本方法所用的设备、仪器、工具，一般建材试

验室均已具备。其中的承压筒，可参照正文中的图10.2.1，自

行加工。以往测试时，曾出现过承压盖受力变形的问题，此次修

订，适当增大了承压盖的截面尺寸，提高了其刚度和整体牢

固性。

10.3 测 试 步 骤

10.3.1 为保证所取砂浆试样的质量较为稳定，避免外部环境及

碳化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制备粒径大于smm试样的成品率，规

定只取距墙面20mm以里的水平灰缝的砂浆，且砂浆片厚度不

得小于smm。取样的具体数量，可视砂浆强度而定，高者可少



取，低者宜多取，以足够制备3个标准试样并略有富余为准。

10.3.2 对样品进行烘干，是为消除砂浆湿度对强度的影响，亦

利于筛分。

10.3.3 为便于筛分，每次取烘干试样 Ikg。筛分分为:本条中

筒压试验前的分级筛分和本标准第10.3.6条筒压试验后的分级

筛分。每次筛分的时间对测定筒压比值均有影响。筛分时间应取

不同品种、不同强度的砂浆筛分时，均能较快稳定下来的时间。

经测定，用YS--2型摇摆式筛分机需 1 205，人工摇筛需 905。为

简化操作，增强可比性，将上述两类筛分时间予以统一，取同一

值，但人工筛分，人为影响因素较大，尤其对低强砂浆，应注意

摇筛强度保持一致。具备摇筛机的试验室，应选用机械摇筛。

    承压筒内装人的试样数量，对测试筒压比值有一定影响，经

对比试验分析，确定每个标准试样数量5009。
    每个测区取3个有效标准试样，可避免测试值的单向偏移，

并减小抽样总体的变异系数。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圆孔筛和方孔筛对筒压试验进行

了对比试验，结果证明无显著区别。此次修订增加了可使用方孔

标准筛的规定。

10.3.4 为减小装料和施压前的搬运对装料密实程度的影响，制

定了两次装料，两次振动的程序，使承压前的筒内试样的紧密程

度基本一致。

10.3.5 筒压荷载较低时，砂浆强度越高则筒压比值越拉不开档

次;筒压荷载较高时，砂浆强度越低，则筒压比值越拉不开档

次。经过试验值的统计分析，对不同品种砂浆分别选用了不同的

筒压荷载值。本条所定的筒压荷载值，在常用砂浆强度范围内，

是合适的。

    关于加荷速度，经检测，在205一705 内加荷至规定的筒压

荷载时，对筒压比值的影响并不显著;恒荷时间，在05一605范

围内，对筒压比值亦无显著性影响。本条关于加荷制度的规定，

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试验结果。



10.3.7 人工摇筛的人为影响因素较大，亦如前述，对低强砂

浆，在筛分过程中，由于颗粒之间及颗粒与筛具之间的摩擦碰
撞，不断产生粒径小于smm的颗粒，不能像砂石筛分那样精确

定量。

10.3.8 筛分前后，试样量的相对差值若超过0.5%，则试验工

作可能有误，对检测结果(筒压比)有影响。

                    10.4 数 据 分 析

10.4.1、10.4.2 筒压比以smm筛的累计筛余比值表示，可较
为准确地反映砂浆颗粒的破损程度，据此推定砂浆强度。破损程

度大，砂浆强度低;破损程度小，砂浆强度高。

10.4.3 本条原所列式(10.4.3一1)、式(10.4.3一3)、式(10.4.3-

4)、式(10.4.3一5)四个公式，系根据试验结果，经1861个不同

条件组合的回归优选确定的，相关指数均在0.85以上。

    依据南充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和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分别进行的试验研究，共同进行归纳分析，得出筒压法检测特细

砂水泥砂浆强度的计算式(10.4.3一2)，本次修订纳人了该公式。



11 砂浆片剪切法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11.1.2 砂浆片剪切法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
院研究的一种取样测试方法，通过测试砂浆片的抗剪强度，换算

为相当于标准砂浆试块的抗压强度。

    试验研究表明，砂浆品种、砂子粒径、龄期等因素对本方法

的测试无显著影响。据此规定了本方法的适用范围。

H.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n·2.1、n.2.2 砂浆片属小试件，破坏荷载较小，对力值精
度、刀片定位精度要求较高，为此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

院研制了定型仪器。

    砌筑砂浆测强仪采用液压系统施加试验荷载，示值系统为量

程OMPa一0.16MPa、OMPa一IMPa的带有被动针的0.4级压力

表，该仪器重量轻、体积小，测强范围广，测试方便，可携带至

现场检测，使砂浆片剪切法具有现场检测与取样检测两方面的

优点。

    砌筑砂浆测强标定仪系砌筑砂浆测强仪出厂标定、使用中定

期校验的专用仪器;其计量标准器系三等标准测力计(压力环)，

需经计量部门定期检验。

11.3 测 试 步 骤

n.3.1、11.3.2 将砂浆片的大面、条面加工成规则形状，有利

于试件正常受力，且便于在条形钢块与下刀片刃口面上平稳放

置，以及试件与上下刀片刃口面良好的接触。

    建筑物基础与上部结构两部分比较，砌体内砂浆的含水率往



往有较大差异。中、低强度的砂浆，软化系数较大且非定值。为

了准确测试砂浆在结构部位受力时的实际强度，应考虑含水率这

一影响因素。砂浆试件存于密封袋内，避免水分散失，使其含水

率接近工程实际情况。对于士0.000以上主体结构的砌筑砂浆片

试件，一般可不考虑含水率这一影响因素。

    砂浆片试件尺寸在本条规定的范围内，其宽度和厚度(即受

剪面积)对试验结果没有不良的影响。

n.3.3 加荷速度过快，可能造成试件被冲击破坏，测试结果失

真。低强砂浆可选用较小的加荷速度，高强砂浆的加荷速度亦不

宜大于ION/5。

n.4 数 据 分 析

n.4.1 一次连续砌墙高度对灰缝中的砂浆紧密程度有一定影

响，即初始压应力对砂浆片强度有影响。但在工程的检测工作

中，多数情况无法准确判定压砖皮数。这时，施工时砌体的初始

压力修正系数可取0.95。该值大体对应砂浆试件在砌体中承受6

皮砖的初始压力。工程中的多数灰缝如此。

n.4。2~11.4.4 按照本方法所限定的试验条件，对比试验表
明，砂浆试块强度与砂浆片抗剪值之间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关

系，经回归分析并简化后，即为式(11.4.3)。



l2

12。1

砂浆回弹法

  一 般 规 定

12.1.1 砂浆回弹法是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的砂浆强度无

损检测方法，并编制了四川省地方标准。通过试验研究和验证性

考核试验，证明砂浆回弹值同砂浆强度及碳化深度有较好的相关

性，故将此方法纳人本标准。

    原标准颁布施行后，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山东省建筑科

学研究院均开展了回弹法检测多孔砖砌体中的砂浆强度的研究，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还分别在四川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进行了验证性试验。根据以上试验资料综合分

析，回弹法检测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的砂浆强度，同检测烧结普通

砖砌体中的砂浆强度，无显著性区别，故将该法的应用范围扩大

至烧结多孔砖砌体。

    本方法对经受高温、长期浸水、冰冻、化学侵蚀、火灾等情

况的砖砌体，以及其他块材的砌体，未进行专门研究，故不

适用。

12.1.3 测位是回弹测强中的最小测量单位，相当于其他检测方

法中的测点，类似于现行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JGJ/T23的测区。

    墙面上的部分灰缝，由于灰缝较薄或不够饱满等原因，不适

宜于布置弹击点，因此一个测位的墙面面积宜大于0.3m“。

12.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2.2.1~12.2.3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与有关建筑仪器生产厂
合作，研制出适宜于砂浆测强用的专用回弹仪，其结构合理，性

能稳定可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回弹仪》GB/T 9138的规定，



已经批量生产，投放市场。

    回弹仪的技术性能是否稳定可靠，是影响砂浆回弹测强准确

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回弹仪必须符合产品质量要求，并获

得专业质检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检

验、维修与保养。

12.3 测 试 步 骤

12.3.1 砌体灰缝被测处平整与否，对回弹值有较大的影响，故

要求用扁砂轮或其他工具进行仔细打磨至平整。此外，墙体表面

的砂浆往往失水较快，强度低，磨掉表面约smm一10mm后，
能够检测出接近墙体核心区的砂浆强度，也减小了碳化因素对砂

浆强度的影响。
12.3.2 经对比试验，每个测位分别使用回弹仪弹击10点、12

点、16点，回弹均值的波动性小，变异系数均小于0.15。为便

于计算和排除测试中视觉、听觉等人为误差，经异常数据分析

后，决定每一测位弹击12点，计算时采用稳健统计，去掉一个

最大值，一个最小值，以10个弹击点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测位

的有效回弹测试值。

12.3.3 在常用砂浆的强度范围内，每个弹击点的回弹值随着连

续弹击次数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经第三次弹击后，其提高幅度趋

于稳定。如果仅弹击一次，读数不稳，且对低强砂浆，回弹仪往

往不起跳;弹击3次与5次相比，回弹值约低5%。由此选定:
每个弹击点连续弹击3次，仅读记第3次的回弹值。测强回归公

式亦按此确定。

    正确地操作回弹仪，可获得准确而稳定的回弹值，故要求操

作回弹仪时，使之始终处于水平状态，其轴线垂直于砂浆表面，

且不得移位。

12.3.4 同混凝土相比，砂浆的强度低，密实度较差，又因掺加
了混合材料，所以碳化速度较快。碳化增加了砂浆表面硬度，从

而使回弹值增大。砂浆的碳化深度和速度，同龄期、密实性、强



度等级、品种及砌体所处环境条件均有关系，因而碳化值的离散

性较大。为保证推定砂浆强度值的准确性，一定要求对每一测位

都要准确地测量碳化深度值。

12.4 数 据 分 析

12.4.3、12.4.4 本方法研究过程中，曾根据原材料、砂浆品

种、碳化深度、干湿程度等建立了16条测强曲线，经化简合并，

剔除次要因素，按碳化深度整理而成本条中的三个计算公式。公

式的相关系数均在0.85以上，满足精度要求。由于现场情况的

复杂性和人为操作误差，回弹强度与标准立方体砂浆试块抗压强

度比较，有时相对误差略大，故本标准表3.4.3关于砂浆回弹法

“用途”一栏中指出是“主要用于砂浆强度均质性检查”，请使用者

注意这一规定。



13 点  荷 法

13.1 一 般 规 定

13.1.1、13.1.2 点荷法属取样测试方法，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研究成功并提供给本标准。经本标准编制组对烧结普通砖砌体
和烧结多孔砖砌体中的砌筑砂浆统一组织的两次验证性考核试

验，其测试结果与标准砂浆试块强度吻合性较好。

    对于其他块材砌体中的砂浆强度，本方法未进行专门试验，

所以仅限于推定烧结砖砌体中的砌筑砂浆强度。

13.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3.2.1试样的点荷值较低，为保证测试精度，规定选用读数精

度较高的小吨位压力试验机。

13.2.2 制作加荷头的关键是确保其端部截球体的尺寸。截球体
尺寸与一般试验机上的布式硬度测头一致。

                    13.3 测 试 步 骤

13.3.1从砖砌体中取出砂浆薄片的方法，可采用手工方法，也

可采用机械取样方法，如可用混凝土取芯机钻取带灰缝的芯样，

用小锤敲击芯样，剥离出砂浆片。后者适用于砂浆强度较高的砖

砌体，且备有钻机的单位。

    砂浆薄片过厚或过薄，将增大测试值的离散性，最大厚度波

动范围不应超过smm一ZOmm，宜为lomm一15mm。现行国家

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规定灰缝厚度

为(10士2)mm，所以选取适宜厚度的砂浆薄片并不困难。作用

半径即荷载作用点至试样破坏线边缘的最小距离，其波动范围宜

取15mm一25mm。



13.3.2~13.3.4 试验过程中，应使上、下加荷头对准，两轴线
重合并处于铅垂线方向;砂浆试样保持水平。否则，将增大测试

误差。

    一个试样破坏后，可能分成几个小块。应将试样拼合成原

样，以荷载作用点的中心为起点，量测最小破坏线直线的长度即

作用半径，以及实际厚度。

13.4 数 据 分 析

13.4.1、13.4.2式 (13.4.1一1)一式 (13.4.1一3)是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在经验回归公式的基础上略作简化处理而得到的。经

在实际工程中应用的效果检验，和本标准编制组统一组织的验证

试验，准确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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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烧结砖回弹法

14.1 一 般 规 定

14.1.1湖南大学对回弹法检测砌体中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砖
的抗压强度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回弹法具有非破损性、检测面

广和测试简便迅速的优点，在实际工程的检测中应用较广。

    目前，我国已有多家单位对砌体中烧结普通砖的回弹法进行

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这些标准的测强

公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烧结多孔砖的应用日趋广泛，但对

砌体中多孔砖的回弹法没有相应的检测标准。基于上述原因，有

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对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砖的回弹法作出统一

规定。湖南大学依据试验研究、与现有标准的对比和回归分析，

建立了砌体中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砖的统一回弹测强曲线，并

经本标准编制组统一组织的验证性考核试验，证明统一回弹测强

曲线具有较好的检测精度，成为新纳人本标准的方法。

    本方法对表面已风化或遭受冻害、化学侵蚀的砖，未进行专

门研究，故不适用。

14.1.2 《烧结普通砖》GB 5101和 《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

GB 1 3544规定进行砖的强度试验时，试样的数量为10块砖，由

10块砖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强度标准值、变异系数或单块砖最

小抗压强度值来评定砖的抗压强度等级。因此，规定每一检测单

元中回弹测区数应为10个，且每个测区中测位数应为10个。

14.2 测试设备的技术指标

14.2。1

可靠。

14。2.2

指针直读式砖回弹仪性能稳定，示值准确，应用方便、

回弹仪的技术性能是影响回弹法测试精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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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表14.2.2的回弹仪，可消除或减小因仪器因素导致的误差，

提高检测精度。

14.2.3、14.2.4 回弹仪在使用过程中，因检修、零件松动、拉

簧疲劳、遭受撞击等都可能改变其标准状态，因而应按本条要求

由专业检定单位对仪器进行检定。

14.3 测 试 步 骤

14.3.1 对受潮或被雨淋湿后的砖进行回弹，回弹值会降低，因

此被检测砖表面应为自然干燥状态。被检测砖平整、清洁与否，

对回弹值亦有较大的影响，故要求用砂轮将被检测砖表面打磨至

平整，并用毛刷刷去粉尘。

14.3.2参考行业标准《回弹仪评定烧结普通砖强度等级的方

法》JC/T 796、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344及其他相关地方标准的规定，每块砖在测面上均匀

布置5个弹击点，取其平均值。为保证操作规范，避免检测过程

中的异常误差，规定检测时回弹仪应始终处于水平状态，其轴线

应始终垂直于砖的测面。

14.4 数 据 分 析

14.4.1根据湖南大学在实际工程中的检测结果，选取回弹值在

30一48之间的37组数据，并按照四川省、安徽省和福建省的三

部地方标准中给出的回弹测强公式，经计算得到相应的换算抗压

强度值，共计In组数据。最后，采用抛物线函数式按照最小二

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适用于烧结普通砖的回弹测强公式:

              fl。=0.oZRZ一0.45R+1.25 (6)
其相关系数为0.97，与本标准编制组统一组织的验证性考核试

验结果相比较，其相对误差为17.。%，满足精度要求。
    对于烧结多孔砖的回弹测强关系，湖南大学制作了施加一定

竖向压力的多孔砖砌体，对砌体中的砖进行回弹测试，并作了砖

的抗压强度试验，得到209组实测回弹值一抗压强度数据，将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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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数据分别以回弹值相近 (回弹值极差不大于0.5) 的为一组，
得到23组多孔砖试件回弹平均值与抗压强度平均值，并与河南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通过试验得到的10组数据共33组回弹值一抗

压强度数据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适用于烧结多孔

砖的回弹测强公式，为

                    fl。=0.OO17RZ·‘8 (7)
    其相关系数为。.70，与本标准编制组统一组织的验证性考

核试验结果相比较，其相对误差为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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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强 度 推 定

15.0.1异常值的检出和剔除，宜以测区为单位，对其中的nl

个测点的检测值进行统计分析。一般情况下，nl值较小，也可以

检测单元为单位，以单元的所有测点为对象，合并进行统计

分析。

    当检出歧离值后 (特别是对砌体抗压或抗剪强度进行分析

时)，需首先检查产生歧离值的技术上的或物理上的原因，如砌

体所用材料和施工质量可能与其他测点的墙片不同，检测人员读

数和记录是否有错等。当这些物理因素一一排除后，方可进行是

否剔除的计算，即判断是否为统计离群值。

    对于一项具体工程，其某项强度值的总体标准差是未知的，

格拉布斯检验法和狄克逊检验法适用于这种情况;这两种检验法

也是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常用的方法。所以，本标准决定采用这两

种方法。

15.0.2、15.0.3 各种方法每个测点的检验强度值，是根据检测

结果按相应公式计算后得出的。其中，推出法、筒压法仅需给出

测区的检测强度值。

15.0.4、15.0.5 为了与新颁布的《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03一2011保持协调，本标准对按照不同施工验收

规范施工的砌体工程采用不同的砂浆强度推定方法。其中式
(15.0.4一1)、式 (15.0.4一2)和式 (15.0.5一1)、式 (15.0.5一2)，

分别与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2011和原国家标准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2002一致。在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时，对按照 《砌体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一2011施工的砌体工程，采用

式 (15.0.4一1)、式 (15.0.4一2)和式 (15.0.4一3);对按照 ((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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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一2002及之前颁布实施的

砌体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施工的砌体工程，采用式 (15.0.5一1)、

式 (15.0.5一2) 和式 (15.0.5一3)。当测区数少于6个时，本标

准从严控制，规定以测区的最小检测值作为砂浆强度推定值，即

式 (15.0.4一3)、式 (15.0.5一3)。

巧.0.8 本条提出了根据砌体抗压强度或抗剪强度的检测平均值
分别计算强度标准值的4个公式。它们不同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确定标准值的方法。砌体结构设计

规范是依据全国范围内众多试验资料确定标准值;本标准的检测

对象是具体的单项工程，两者是有区别的。本标准采用了现行国

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确定强度标准值
的方法，即式 (15.0.8一1)一式 (15.0.8一4)。

15.0.9 参照产品标准 《烧结普通砖》GB 5101、《烧结多孔砖

和多孔砌块》GB 1 3 544推定回弹法检测烧结砖的强度等级。本
条所列公式和表格，与上述产品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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